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院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B01 宿州饲料市场调查、统计分析及营销策略研究 宿州学院 汪宗伟,陈瑜玖,白宇,张文艺,卢嘉 孙善辉,徐秀荣,孙裕金

B02 饺子里的方寸乾坤——六安市正大品牌饺子消费驱动与障碍研究 皖西学院 徐向阳,解强,江浩,刘秋怡 沙国

B03 撞见“颜时代”——安徽省新兴颜值经济消费现象调查研究 铜陵学院 徐亚娜,方路,武慧玲,姜汐珉,谈龙俊 韩颖

B04 “5G即将来临，你get到了吗？”5G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调研分析报告 黄山学院 夏兰雁,黄志国,陶天哲,石华安,胡青云 秦晶

B05 人口特征对脱贫进程影响的调研研究--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淮南师范学院 孟玲玲,黄振远,徐灿灿 潘兵,李用俊

B06 生鲜便利店智慧零售模式和未来变化的调查研究 淮北师范大学 张坤,韩菲菲,卢梦蝶,庄蝶蝶,陈新颖 刘君娥

B07 一“机”在手  一码当“现 ”——浅析移动支付对马鞍山市民生活的影响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许甜甜,王玥,钱静,袁月,李彤仪 姜忠鹤,秦娜,杨慧,赵萍

B08 速食“饺饺”者--合肥地区饺子市场需求及消费行为研究 合肥学院 沈凯悦,蒋菁语,杨兴慧,唐丽琴,江雪敏 赵娟

B09 智慧生活，鲜为人知——合肥市生鲜智慧零售模式市场分析 合肥学院 马玉静,孙佳美,孙悦,宋婷,张泽 王丽丽,赵娟

B10 e站水果——菜鸟驿站与水果店联合经营的调查报告 合肥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检举,方灿,姚希颖,邱家枫,李静 王宁,杨刘

B11 白酒新时尚------基于古井集团品牌更新年轻化调查分析报告 合肥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吴叶静婷,郑珊珊,方子晴,李宇曼,郝茂程 宋雅晴

B12 “触电搭网”织就田园梦——安徽新农人电商培训意愿与满意度调查 合肥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浩,王梦娴,蔡冬雨,贾可凡,杨娅楠 刘冬萍,未良莉

B13 网络“沃土”能填平教育“鸿沟”吗？——来自城乡中学生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合肥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克豪,王会玉,熊伟,张静雯,郝亦涵 未良莉,刘冬萍

B14 足不出户，网购天下 合肥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蒋丽,席敏,杨壮壮,顾梦静,操乐婷 张元珺,李志东

B15 安徽省纯流程制造业企业两化融合过程资源配置效率调查分析报告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刘雨柔,周鹏,邹佳丽,施诺 聂会星

B16 包子日日尝，速冻更非凡——合肥市速冻包子的消费特征和满意度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卢韵安,周海峰,文驹,周芸涵,朱慧青 李影,王宇新

B17 聚“焦”百态，众生“虑”大学生焦虑现状及其差异分析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马千里,范悦,李登萍,王汉杰,陈静 汪文隽,操玮,陆燕春

B18 校园春来风景异，短视频里无留意—基于中部高校大学生短视频App媒介依赖调查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周丽萍,彭晨曦,张慧,应惠,梁璇 李影,张淑安

B19 秀才不出门，遍学天下识——安徽省大学生网络视频课程购买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李昕宜,钱雨晨,尚玉欣,宁沁,李明阳 那明,李影,吕民乐

B20 永“保”青春，“健”康至上 ——安徽省合肥市保健品市场消费者需求调查报告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校区 邓圆圆,陈晴,刘归壹,杨绍喆,陈宏桥 汪文隽,何芸,操玮

B21 “抖”出精彩，“抖”出期待——抖音用户趣缘群体使用行为调查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王旭,陶玉伟,刘禹呈,李向往,郑鑫 骆正清

B22 “双创时代”下，你的法律知识OK吗？ ——基于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意识的调查分析报告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姜莹花,刘雨菡,许璐,赵青,张晴晴 王淼,王立平

B23 倡导绿色出行  保卫蓝天白云——关于新能源汽车使用意愿的调查报告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夏雪,徐晓迟,李春燕,王嘉琪,李婷婷 宋平凡,吴文生,黄顺武

B24 掌上“名猪”自然香——品牌生鲜猪肉消费驱动与障碍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孙晨,宋博伟,李威龙,赵瑞志,封雅琴 骆正清

B25 主人，放着别动，我来！——基于长三角地区家庭智能机器人需求情况调查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刘玉冰,邵津,丁洁,刘婷婷,董晴 陈正光,骆正清,邵臻

B26 阜阳地区留守儿童艾滋病防治教育知信行研究调查——基于社会理论支持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李树青,段秋晗,周婷婷,王月婷,李家骏 叶青,张侠

B27 畅享生活，便利为先 阜阳师范学院 胡锦昀,刘赛男,张珍玲,吴杰,杨阳 程向阳,赵志强

B28 “宠物不‘宠’，滁城更美”——文明城市建设中居民“养宠”现状分析 滁州学院 何莎莎,张文文,蒋荣荣,朱萌,朱文文 陶雨萍,汪桥

B29 “新能源汽车，路在何方？” ——关于滁州市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的分析调研 滁州学院 肖文琳,李婷婷,万婧茹,李瑞瑞,吕峻 付云云,许乐盈

B30 “智”引新旅行，“慧”聚新引擎——关于南京市智慧旅游的发展现状调查和前景研究 滁州学院 赵琪,朱柳青,周睛睛,达志然,陈雨 葛梅梅,祁垒

B31 保健品社会问题及市场发展前景研究--基于对滁州市保健品市场的调查分析 滁州学院 徐双双,尹振东,汪虹伟,徐建军 胡贝贝,董春丽

B32 被公开的“秘密”——大数据时代关于个人隐私泄露的认知调查 滁州学院 钱进,杨玉蓉,陈若兰,钱红丽 余晓美,朱方霞

B33 今天你被“种草”了吗？——基于“网红效应”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滁州学院 李停停,张静亚,张小月,刘浩,吕凤岐 徐应超,曹文涛

B34 尽在甜心五谷杂粮--“小岗本色”粗粮饮料市场发展调查 滁州学院 杨超,陈卓,陈敏,余光红,杜康佳 冯春梅,余晓美,朱金龙

B35 美好新时代，醉美老明光——基于滁州市与明光市老明光酒发展前景探究 滁州学院 仰琴琴,游晓慧,田运巧,孟慧,周雅祺 叶静,戴泽兴

B36 朋克之道,”妄养”补牢——基于大学生朋克养生行为调查 滁州学院 陈司,季婷婷,姜丹,虞婷,周丰吉 徐应超

B37 如何养老，方能“都挺好”——滁州市区居民养老意愿与方式调查研究 滁州学院 甘路银,卞兴梅,张亚茹,杨乐乐,王锐 余晓美,黄山青



B38 夕阳灿烂，老来乐否？——基于对滁州市智慧养老发展现状的调查 滁州学院 凡晚晴,姚凯,江家乐,朱振照,杨训珍 董凤娇,胡贝贝

B39 幼儿托育何所求？--滁州市婴幼儿照护需求的调查分析 滁州学院 付海燕,陶斯霞,潘红,李馨 姚珺,余晓美

B40 聚焦旅游服务品质，挖掘客户潜在价值——关于石台县旅游服务水平与游客群体价值的调查 池州学院 郑文慧,朱晓敏,张娟,刘浩然 王巍,黄孝

B41 碎片化时代下的全民娱乐——抖音APP兴起的探究与反思 池州学院 石梦茹,庄怡萌,陆青,杜真真 吴青青

B42 “携号转网” 你Pick谁？ --基于合肥市民选择运营商的调查研究 巢湖学院 高静,陈姣兰,高妮,朱陶,樊良层 杨晓伟,赵开斌,葛国菊

B43 大美黄山   共享智行 ——关于共享汽车在黄山旅游市场的调查报告 巢湖学院 汪欣,蒋琦,裴柔柔,程雅歆,张莉萍 严恒普,陈佩树,郝成超

B44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皖南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蚌埠学院 何含啸,郑鹏,邵情情,郑佳佳,江志恒 李文瑛,马薇薇

B45 “食”尚餐急送，生活新主张-基于互联网外卖用户消费行为的调查 安庆师范大学 张楠,李婉琳,高成,杨蒙雨,陈鹏 郭志东,闻军

B46 “左”思“右”想——大数据时代下全脑教育的社会需求和应对 安庆师范大学 何清旋,张嘉慧,王月迪,王志强,储家悦 叶仁玉,谢红玉,桂春燕

B47 国以税为本，民以信为先——关于公民纳税意识的调查研究 安庆师范大学 花小婉,刘素素,杨柳,孙杰,陈兴枝 丁艳,胡学平

B48 解码看病难与贵，探索社会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安庆师范大学 胡董艺,丁晨,窦雯慧,王金奎 胡学平,李颖

B49 约车不规范，亲人泪两行 ——基于安徽省合肥市网约车安全情况调查研究 安庆师范大学 邹岚乔,吴鑫鑫,陈婕,孙正榕,王起航 戴林送

B50 孤“菌”“粪”战—粪菌移植的认知与态度及粪便捐献的意愿调查 安徽医科大学 魏鸿园,赵雨,胡宇晴,徐志威,宋杨肖 张志华,苏虹

B51 阻艾不阻爱——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暴露前与暴露后药物预防 安徽医科大学 石安霞,朱云娇,胡永迪,赵越,朱晓芳 张洪波,张志华

B52 大学生阅读行为的实证研究：快餐文化的调节作用 安徽新华学院 李娜,王文海,庞萱,周皖南,张曼玉 金成林

B53  科学养猪肉，冷得好鲜肉------芜湖市冷鲜肉市场调查度及宣传推广策略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汪寒砚,童珺仪,王雯雯,喻欣月,朱世奇 曹明响

B54 可视阈下液蛋生产与市场销售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陈杨,甄磊,曹孜,孙岚,刘若男 何道江

B55 奶茶的未来——关于芜湖市消费者奶茶消费的调查与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 陈帝如,祁梓莹,刘芳,贾雯馨,王涵 方龙祥

B56 为知识付费，为价值买单---------对互联网模式下的知识付费情况的市场调查 安徽师范大学 章文静,陈晨,朱润茹,帅雅娜,张翔雁 宋贤梅

B57 ”优质的平台+内容=用户价值+口碑？“——安徽高校学生在线英语教育市场的调查与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 邹雨菲,唐琪,刘德刚,陈滔,余玲 张庆国,樊冬梅

B58 “锦鲤”跃龙门，“超越”的是现实还是梦想？ ——关于“锦鲤”等网络流行文化的调查研究 安徽理工大学 高梦甜,陆芳玲,陈志凤,藤慧琴,沈海芹 杨静,李德权

B59 万里平安路，百年长乐人 —针对安全出行的调查分析 安徽理工大学 汪伟,姜颖,苏汝燕,金星灿 关维娟

B60 “健康生活，大众养生”——关于药膳快餐的市场调查及分析 安徽科技学院 崔晓磊,吴艳红,周文洁,章文婷,杨精武 胡月英,张红军

B61 尊师重教还是“谈师色变”——公众对教师认同度的调查研究 安徽建筑大学 纪珺洁,吕璐,姚月,许磊,陶雯君 宫珊珊

B6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黄可逸,信子豪,乔依婷,李平,张泽 周世军

B63 “买买买”后的“扔扔扔”——高校快递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影响因素调查 安徽工程大学 张思薇,李伟茹,刘凡 周爱珠,邱述兵

B64 后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暴力：成 因、行为响应与防控措施 安徽工程大学 朱颖莉,李希望,张维男,黄攀 王凤莲,刘芳,朱敏

B65 基于生鲜智慧新零售模式的消费调查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安徽工程大学 杨世虎,孔垂琳,段垚,叶大林,慕晶晶 张云丰,程永宏

B66 寻古泾川 漫话宣纸——安徽泾县宣纸文化调研报告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谢杨军,陈思懋,吴思蕾,谈月,李益 杨琼,李金霞

B67 当当“梦碎”——“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者调查 安徽大学 宋彦伍,林圆,张金瑞,沈晨露,陈彦霖 程建华,张琛,陈俊

B68 “三人成虎，我该如何应对键盘侠”——基于六地居民受网络暴力侵害的现状及差异调查分析报安徽财经大学 郭海平,袁茵,葛振华,金怡,卢涵婧 王冲，蔡晓薇

B69 华夏文旅 梦回大明——大明文化产业园市场调查报告 安徽财经大学 郑婷婷,蒋明倩,袁媛,汪惠玉,窦懿玮 张孔生,林芳

B70 读万卷书，始于“足”下—基于蚌埠市居民对共享书屋使用意愿的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谢钱姣,陆玉玲,夏杰 宋马林,汤龙升

B71 公交移动支付第三方平台盈利分析报告——基于蚌埠市公交移动支付的调研 安徽财经大学 陈帅,王志强,解明明,舒畅,王小丫 夏万军,高  巍
B72 徽风皖韵ꞏ黄梅飘香---安徽省大学生对黄梅戏认知现状及传承意愿的调查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谢阿红,谷亚男,李慧,许越洋,季娜 杨烨军,许心宏

B73 聚焦《电商法》，网购消费不再愁？——蚌埠市地区电商消费环境变化感知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包妍,程程,李新宇,刘允慧,王楚玥 赵明涛,廖信林

B74 聚焦绿色均衡饮食，探究“健身房+低卡餐”新模式——蚌埠市高校学生饮食需求与变化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陆婷,聂静,车兴芳,郝静婷,刘畅 杨烨军,蔡晓薇

B75 聚焦舌尖上的猪肉--“普通”or“正大”—基于蚌埠市消费者对猪肉的消费需求及发展机会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张杰,谢娜,李梦雅,吴冰晴,何焱 程如轩,陆可



B76 老品牌，新活态——“安徽老字号”品牌皖酒的蝶变新生 安徽财经大学 马小涵,杨璐瑶,李娜,张钰铃,孙栋文 孙欣,郑兵云

B7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凤阳红心镇生态农业产业市场调研报告 安徽财经大学 黄健,许婉韵,周佳佳,沙怡然,陈哲 宋马林,韩静舒

B78 拼多多，省得多？坑得多？——基于电商黑马拼多多的营销策略探究 安徽财经大学 孙礼娜,李忆雯,李雪敏,曹家璇,王子健 方国斌，孙欣

B79 青少年二次元消费现状及二次元产品发展分析报告——基于安徽省青少年消费行为的数据挖掘安徽财经大学 吴越,刘雨歆,吴越怡,陈雅婷,白静敏 方国斌,马慧敏

B80 让城市民宿走出成长的烦恼 ——基于民宿平台评价的文本挖掘与上海市抽样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李秦,汪轶,刘明康 李琴,吴友群

B81 诗言千韵 词蕴华章——对安徽省诗词文化传播特征及传播效果的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戴雯,史昭君,叶方娟,华纯良,陶健 蔡晓薇,李刚

B82 闻“机”起舞争朝晖，莘莘学子有作为——安徽省本科生线上打卡行为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孟雨晴,廖国威,杨涛,郑相臻,云舒翮 赵明涛,黄敦平

B83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与市场前景分析——以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小岗村安徽财经大学 张雅娴,宋玉萍,查浦荣 李勇,汤龙升

B84 心里话儿对谁说？——基于多元视角的安徽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安徽财经大学 马桂花,王昱斐,张文远,鲍建华,陈思玙 李小胜,石绍炳

B85 越自律，越自由——关于蚌埠市居民自律软件使用情况的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杜佳轩,左正东,顾承虎,徐亮,沈韵兰 蔡晓薇,万光彩

B86 智慧新时代，生活心选择——线上线下家用智能机器人市场调查 安徽财经大学 求文星,段广茹,范国星 柯健,李超

B87 中国知网使用情况及满意度调查---以安徽省高校为例 安徽财经大学 汪京徽,卢悦,郑叶良慧,孔怡婉,牛希璨 孙欣,侯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