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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任汉植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小学学校管理 省级 独著 2018年9月

2 王世鹤 浅论高职教育创新能力的培养 现代职业教育 省级 独著 2018年9月

3 常兴治 专业课程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Mathematical Problem in

Engineering
SCI 1/4 2018年3月

4 庄丽 教育APP视角下的高职创客实践教学 教育与职业 中文核心 独著 2018年9月

5 庄丽 基于创客空间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 省级 独著 2018年3月

6 叶品菊 创客教育2.0+SPOC：“互联网+”下的教育新模式研究与实践 电脑知识与技术 / 1/2 2018年11月

7 徐小柏 新时期创新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考 智库时代 / 独著 2018年9月

8 侍孝虎 维修电工课程创新型实践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 1 2018年4月

9 牛杰 工匠精神视域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路径探索 职教通讯 / 1 2018年10月

10 徐敏 MOOC背景下《电路基础》教学创新研究 电子世界 省级 1 2018年7月

11 尹丽洁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才智 / 1 2018年2月

12 陈丽 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探究 西部素质教育 / 1 2018年3月

13 崔薛琦 《高职院校学生公寓管理问题与创新路径研究》 《才智》 / 1 2018年2月

14 王桂林 折叠桌椅机械创新设计 木材加工机械 / 1/2 2018年4月

15 徐周灏 “两微一端”视域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农家参谋 / 独著 2018年1月

16 夷香萍 初创中小企业品牌建设 中外企业家 省级 独著 2018.04

17 刘霞 高职课程SPOC化建设研究---以“创新创业基础”为例 黑龙江畜牧兽医 中文核心 独著 2018.04

18 杜俊枢
开放式情境下创新搜索，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江

浙沪地区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
科技进步与对策 CSSCI 1/3 2018/9/1

19 宋爱华 基于托盘应用状况的托盘结构创意设计 包装工程 中文核心 独著
2018年11月（第

21期）

20 王晓婷 在“产教融合”推动下创意新工艺的相关问题讨论 明日风尚 /  1/2 2018年11月

21 刘中华 我国职业教育特色办学的实践及创新驱动策略 知识经济 / 独著 2018年11月

2018年科研双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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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丹 智慧学习环境下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研究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  1/2 2018年10月

23 刘菲菲 《文创视域下创新创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美术大观 / 独著 2018年4月

24 刘菲菲 《智能互联视域下视觉传达专业“双创”教学路径及应用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独著 2018年10月

25 周萍 众创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探索 继续教育研究 中文核心 独著 2018/12/1

26 张成伟 将创新创业融入高职英语教学的探索 考试周刊 省级 独著 2018/6/1

27 黄星 体验生态旅游——创新型乡村旅游调研报告 城市地理 省级 独著 2017/12/1

28 黄星 文化创意视角下常州市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研究 旅游纵览 省级 独著 2017/12/1

29 张文静 大数据时代思政课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省级 独著 2018/8/1

30 蒋萌 转型驱动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职教通讯 省级 独著 2018年10月

31 吴洁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创新研究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省级 独著 2018年4月

32 吴睿 基于“互联网+”视域的高职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研究 / 独著 2017年9月

33 江新 美国高校图书馆创业服务实践及其启示 图书馆建设 CSSCI 独著 2018/5/1

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作者排名 出版时间
1 张侠 高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科技经济导刊 / 1/2 2016年12月

2 刘军华 高职校企双主体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明日风尚 / 独著 2017年8月

3 仲明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信立体化平台构建研究 科技视界 / 独著 2017年1月

4 仲明 高职院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创新研究 科技视界 独著 2017年3月

5 牛杰 工作室模式的高职院校工科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1 42948

6 严海霞 供体侧改革视阈下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1 42888

7 刘薇
“非遗”教育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创新路径研

究
教育现代化 省级 1 43009

8 蒋卫祥 《高职软件技术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求知导刊 / 1/3 2017年7月

9 范征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考试周刊 / 1/1 2017年7月58期

10 范征宇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应变与创新 考试周刊 / 1/1 2017年7月57期

2017年科研双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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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凯、聂
章龙、王

小刚
台湾三创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及启示 2016高职素质教育学术论坛优秀论文集 / 1/3 2017年5月

12 叶品菊 跨学科视角下高职院校“创客+”教育培养模式研究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1/1 42979

13 王小刚 高职品牌专业教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探索与实践 教育现代化 / 1/1 2017年第48期

14 刘霞
中小城市青年创业服务体系的优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常州市

为例
价值工程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

15 吴凌娇
基于名师工作室的杰出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以高职电子商务

专业视觉营销类人才培养为例
电子商务 省级 第一作者 42767

16 陆婷 常州大学成高职大学生创业现状调研 赤子（上旬） 省级 第一作者 2016年19期

17 王迪 常州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中国集体经济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03期

19 胡雪芳 基于“微信生态圈”的大学生创业模式研究 现代商业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13期

20 赵宇萱 网上创业杰出人才培养再探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省级 第一作者 42826

21 陈淼 新形势下企业市场营销的创新策略 现代职业教育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30期

22 宗玮 基于创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时代教育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11月下

23 高庆勇 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省级 第一作者 2017年05期

24 周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比较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省级 独著 2017年第4期

25 汪小祥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科技视界 省级 独著 2017（1）

26 姚庆宇 浅谈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自我发展的融合 科技视界 省级 独著 2017.06

27 张立 高校学生党建与大学生就业工作共促机制研究 时代教育 省级 独著 2017年19期

28 张立 党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共青团工作创新与改进途径探索 产业与科技论坛 省级 独著 2017年22期

29 王晓婷 文化产业创新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型艺术人才培养 经营管理者 / 1 42705

30 刘丹 创意产业背景下传统手工艺与现代产品设计融合研究 中国文艺家 / 1 42917

31 杨会 互联网+时代“三创”人才：内涵、特征及培养路径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文核心 1 2017年3期

32 陈维艳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思路探索——从“专注技术”到

“注重创意”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1 2017年 第6期

33 蒋敏 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科技视界 / 1 42767

34 彭国强
基于协同创新理念的常州高职园区校际体育资源共享现状及其路

径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省级 1/1 42948

35 陈兴凤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第一 2016.12.15

36 尹茜 高校科研管理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 / 1/1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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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张夏雨 协同创新下的常州高职园区校际教学资源共享原则与路径 科技资讯 / 1/1 42736

38 梅国英 构建“党建+”模式的创建和思考 赤子 / 独著
2017年10月中旬

刊

39 杨红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探索——以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1 43009

40 黄丽娟 高职院校深化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创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1 42826

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排名 出版日期
提高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之术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文核心 2 42401

高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实施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院 普通期刊 2 42401

区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研究 价值工程 普通期刊 1 42370

基于胜任力培养的高职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401

3 崔凌霄 常州创意产业基地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特区经济 普通期刊 1 42461

4 宋爱华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 教育界 普通期刊 1 42614

5 赵宇萱 区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研究 价值工程 普通期刊 2 42370

6 沈怿泽 高职院校“三四三”学风建设创新探索与研究 《职教通讯》 普通期刊 1 42430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现状分析——以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为例 科技资讯 普通期刊 1 42401

基于“虚拟企业”的高职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评价研究 科技资讯 普通期刊 1 42370

8 陈岩岩 浅谈艺术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 东方藏品 普通期刊 1 42583

运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 普通期刊 1 42461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研究 人才资源 普通期刊 1 42401

10 李晴 课内外衔接的ISC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实践与探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370

11 陈潞 校园文化模块化管理，培养创新性学生团队 中国培训 普通期刊 1 42370

12 蒋敏 运用新媒体创新性开展高职院校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探索 科技视界 普通期刊 1 42522

13 陈维艳 蒙克作品与童年“创伤性情境”关系初探 大众文艺 普通期刊 1 42401

14 徐来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手工艺“双创”发展的新动能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普通期刊 1 42705

15 罗莎莎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探索和研究——以“点睛之笔墙绘工作室

”为例
人才资源开发 普通期刊 1 42370

16 庄丽 计算机网络教学创新研究 数字通信世界 普通期刊 1 42644

2016年科研双创论文

9 严海霞

1 孙卫东

2 刘霞

7 高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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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朱全飞 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究 电子测试 普通期刊 1 42036

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491

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研究 职教通讯 普通期刊 1 42401

19 吴昊 “双创”背景下面向小微企业的财务管理教材研究 经营管理者 普通期刊 1 42370

20 陈刚 基于创新视角的高职院校科研管理路径选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中文核心 1 42401

21 费小平
大学生素质教育：从训练体系到全面培养-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401

22 张夏雨
高职院校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职教通讯 普通期刊 1 42401

23 吴云飞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载体搭建和策略探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401

24 周海英 从茶产业就业创业培训视角谈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培养模式创新 福建茶叶 中文核心 1 42370

25 徐畅 创新创业素质教育与专业素质教育融合路径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370

26 江新 大学生创业服务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522

27 缪宁陵 高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370

28 梅国英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普通期刊 1 42401

29 宋砚清 提高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之术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普通期刊 1 42401

18 陶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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