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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拟通过结项认定名单
（共 1336 项）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1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1
基于眼底图像的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病灶智能识别和分类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IE》上已用稿《Improving
cross-domain diabetic retinopathy lesions
segmentation based on CycleGAN
augmentation》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2
厌氧氨氧化－藻类耦合深度

脱氮工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上已出刊《Development of a
Quartz Sand Protocol for Exoproteome
Exploration from Anammox Consortia》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Optimum
relative frequency and fluctuating substrate
selection in reinforcing anammox-mediated
anabolic adaptation》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ZL202010357615.5；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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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3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3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边缘计

算资源配置优化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上已用稿《When
Optimization Meets Machine Learning_The Case
of IRS-Assisted Wireless Network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上已出刊《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Robust
Beamforming in IRS-assist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IEEE》上已出刊《Robust
Beamforming for IRS-assist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nder Channel Uncertainty》论

文 1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CN202011135884.3；
5.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CN202011434672.5；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4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4

牙龈卟啉单胞菌通过激活髓

系抑制性细胞Myd88信号通

路促进头颈鳞癌发生的机制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上已出刊《Intracellular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via the
MAPK/ERK Signaling Pathwa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5
不同免疫微环境对人牙龈上

皮细胞－钛片粘附行为的影

响及其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2. 在SCI/EI期刊《ADVANCED MATERIALS》
上已出刊《Immunomodulation-Based Strategy
for Improving Soft Tissue and Metal Implant
Inte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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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Development of Metal Soft Tissue Materials》论

文 1篇；

6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6
高效无贵金属光热协同净化

VOCs催化材料的设计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上已出刊《Plasmonic Metal
Bridge Leading Type III Heterojunctions to
Robust Type B Photothermocatalyst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上已出刊《Defect-band bridge
photothermally activates Type III heterojunction
for CO2 reduction and typical VOCs oxidation》
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7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7

“村规民约”与现代乡村“德
治”实践的研究与推广——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广州市

1144 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城市观察》上已出刊《迈向城

乡互构的基层治理——基于广州市 1144 个涉

农行政村村规民约的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羊城晚报》上已出刊《“小村

规”撬动“大治理”——村规民约促进乡村善治

的“广州经验”》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2021 年“中大科技园杯”第十四届赢在中大

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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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0
环孢素 A通过促进滋养细胞

释放 IL-β增强细胞侵袭能力

的机制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Immunology》
上已出刊《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rauterine Microbiota May Attribute to
Immune Imbalance in the CBA/J×DBA/2
Abortion-Prone Mice Model》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上已出刊《SO2
derivatives induce dysfunction in human
trophoblasts via inhibiting ROS/IL-6/STAT3
pathway》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1
一种用于研究细胞与材料界

面三维微纳结构相互作用的

细胞培养装置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ioactive Materials》上已出

刊《A practical guide to promote
informatics-driven efficient biotopographic
material development》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2
基于柔性衬底的钯基光学氢

气传感器和报警器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Wiley nano select》上已出刊

《Palladium-polymer bilayer on a soft substrate
for optical hydrogen sensing》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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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11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3
基于多类别皮肤病检测影像

的诊断报告自动生成网络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Soft Computing》
上已出刊《A novel weight pruning strategy for
light weight neural network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iagnosis of skin disease》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上已出刊《AGNet： Automatic
generation network for skin imaging reports》论

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2020 IEEE 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Imaging》上已出刊

《DGNET： DIAGNOSIS GENERATION
NETWORK FROM MEDICAL IMAGE》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A
universal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system for
cross-regional skin lesion recognition using deep
graph-based network》论文 1篇；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7. 第十四届中山大学科技园杯竞赛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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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4 混合量子系统的集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上已出刊《Multi-node state transfer and
non-local state preparation via a unidirectional
quantum network》论文 1篇；

2. 华为 2021量子计算黑客松大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3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5

β－葡糖醛酸酶诱导巨噬细

胞促进 Th17 细胞分化参与

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增殖、侵

袭和转移的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上已出刊《不同减胎方式对单绒毛膜双羊膜囊

双胎临床结局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国际妇产科学杂志》上已出刊

《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和治疗的新观点》

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上

已出刊《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分布特点及

其临床意义》论文 1 篇；

4. 在核心期刊《国际妇产科学杂志》上已出刊

《慢性子宫内膜炎与生殖预后的关系及其研

究进展》论文 1 篇；

5. 在核心期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上

已出刊《慢性子宫内膜炎影响生殖预后的相关

机制》论文 1篇；

6. 在核心期刊《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上

已出刊《慢性子宫内膜炎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相

关性不孕妊娠结局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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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6
联合 Bioskiving 技术和含氟

仿生矿化策略制备仿生牙骨

质及其修复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The
Construction of Biomimetic Cementum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Bioskiving and
Fluorine-Containing Biomineralization》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5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7

脱落乳牙牙髓干细胞外泌体

miR-210 介导巨噬细胞自噬

促进炎症微环境中组织修复

与再生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华医学电子音像》上已出刊

《缺氧外泌体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研究进展

及在口腔医学应用的展望》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6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8
亚纳米宽度石墨烯纳米带的

可控精准合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化学进展》上已出刊《一

维新型碳的同素异形体：碳链》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7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19 新型二维光电材料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hysical Review B》上已出

刊《Enhanced out-of-plane piezoelectric effect in
In2Se3/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
heterostructures》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物理与工程》上已用稿《拉曼

光谱在二维材料研究上的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8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0

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内外部

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实证

检验与广东省企业调研的证

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世界经济》上已用稿《员工持

股计划、内部监督与企业违规》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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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国际逆城市

化的比较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探索》上已用稿《家庭责

任伦理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0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2
安宁疗护生命告别仪式的跨

文化研究与方案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期刊《全球化视野下的医学人

文》上已用稿《死亡教育与青年成长》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1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3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小

镇青年的生存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金城》上已出刊《“城镇性”
与小镇青年的生存发展》论文 1篇；

2. 被省部级领导签批，2020-12-11 由共青团中

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签批，批示：中山大学黄

晓星 、 蒋婕同志所撰写的成果要报《 推动

就业创业，探寻小镇青年发展独特道路》提交

到我办，经研究后决定采用。

审核通过

22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4
时间银行本土化现状与困境

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上已出刊

《逻辑置换与信任链接：时间银行本土化现状

与困境探究——以 G 市 N 区时间银行为例》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3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5
社会治理体系视角下的生活

垃圾分类体系构建——基于

广州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中大科技园杯”第十四届赢在中大创新创业

大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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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6
清初广东的海洋政策与海岛

社会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康园论坛》上已出刊《清代丹

灶三忠文化的历史渊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海洋文明研究》上已用稿《以

庙控产：清前期广东海陵岛的岛民历史叙述与

地方社会》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地方文化研究》上已用稿《清

代珠三角近海地区三忠文化的传播》论文 1篇；

4. 2021 年“中大科技园杯”第十四届赢在中大

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25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28
精密工业机器人用行星摆线

减速器整体结构及其安装工

艺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机械工程学报》上已用稿

《摆线齿轮低成本冷精整加工关键工艺研究》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6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29
肝癌消融 AI 精准手术规划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 in Neuroscience》
上已出刊《Effects of Brain Atlases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 Multimodal MRI
Study》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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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0
全息出行：基于通讯波段

RSSI的城市道路交通全息

感知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上已

出刊《基于半监督极限学习机的隧道内车辆

RSSI 定位方法》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Sensors》上已出刊

《Multi-Stage Pedestrian Positioning Using
Filtered WiFi Scanner Data in an Urban Road
Environment》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上已出刊《A combined deep
learning method with attention-based LSTM
model for short-term traffic speed forecasting》论

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编号

ZL202020965272.6；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编号

ZL202021751321.2；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编号

ZL202021751321.2；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8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1
基于 1840 nm 和 920 nm 双

色、飞秒、全光纤激光器的

多模态深层多光子光学成像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已出刊《Real-time multispeckle
spectral-temporal measurement unveils the
complexity of spatiotemporal solitons》论文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481021.5；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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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2
高储能密度固－液相变纤维

材料的制备及其构效关系研

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已出刊《Can Photothermal
Post-Operative Cancer Treatment Be Induced by
a Thermal Trigger》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ZL202010025304.9；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编号

ZL202122141941.5；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0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3
可用于治疗慢性皮肤创伤的

具有双层结构的聚硅氧烷薄

膜敷料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OLYMER》上已出刊《A
solvent-free， transparent， self-healing
polysiloxanes elastomer based on unsaturated
carboxyl-amino ionic hydrogen bond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038935.4；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1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4
酪丁酸梭菌耐酸适应性进化

系统构建及耐酸机制初步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出刊《一

种通过过表达毕赤酵母翻译相关因子 提高重

组蛋白胞内表达的策略》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and Bioproducts》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Model-based driving mechanism analysis for
butyric acid production in Clostridium
tyrobutyricum》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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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5
清洁高效一步法制备功能化

纳米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柠

檬酸盐等高加值多元产品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造纸》上已出刊《蔗渣大

分子半纤维素和纳米纤维素的一体式全制备》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3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a0036
南北创新差距来源：集聚、

选择还是群分效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金融监管研究》上已出刊《我

国绿色信贷效率评价及改善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经济研究》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创新领先地区何以领先：类

分、集聚还是选择效应》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4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37
双电机分布式驱动电动汽车

能量优化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东电力》上已出刊《基于鲁

棒优化的电动汽车调频容量评估》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5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38
基于 ROS 的带冗余度机械

臂家庭服务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上已出刊《A Circadian Rhythms
Learning Network for Resisting Cognitive
Periodic Noises of Time-Varying Dynamic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to Robots》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6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39
高带宽光通信激光车灯关键

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hotonics Research》上已出

刊《Water-stable CsPbBr3 perovskite
quantum-dot luminous fibers fabricated by
centrifugal spinning for dual white light
illum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上已出刊《A Sandwich
Structure Light-Trapping Fluorescence Antenna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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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arge Field of View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photonics》上已出刊《Study
of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Multi-Particle
Phosphors by the FDTD and Ray Tracing
Combined Method》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上已出刊《Study on
Convective Flow Behaviors of Phosphor
Particles During Curing Process of Silicone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Optical Performance of
White LEDs》论文 1篇；

5.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上已出刊《Toward
one-hundred-watt-level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dot converters in high-power light-emitting diode
system using water cooling remote structure》论

文 1篇；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747713.5；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93015.1；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782164.X；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292996.5；
10. 制作实物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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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0
云屏－－一种新型的分体式

计算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8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1
基于电场耦合的无线电能传

输研究及其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电工技术学报》上已用稿

《电场耦合式无线电能传输技术的发展现状》

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9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2
基于AI与AR技术的智能安

全健身系统开发－以重量训

练为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22402.3；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0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3
猪病原基因组数据库及测序

分析平台的搭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DATABASE-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DATABASES
AND CURATION》上已出刊《SPDB： a
specialized database and web-based analysis
platform for swine pathogens》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1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4
ZSBR（人造沸石）亚硝化耦

合厌氧氨氧化工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上已出刊《The benefits of
autotrophic nitrogen removal from high
concentration of urea wastewater through a
process of urea hydrolysis and partial nitritation
in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2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5
高附加值甜玉米果穗功能原

料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Natural Fibers》
上已出刊《Effect of Ultrasonic Pretreatment on
the Biosynthesis of Tocopherols， Tocotrienols
and Carotenoids in Flax Sprouts (Linum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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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tatissimum L.)》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43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6
基于局部和全局数据特征挖

掘与深度学习的无监督型数

据异常检测模型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ACCESS》上已出刊

《An Anomaly Detection Algorithm for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Based on Robus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4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7
非天然 DNA－蛋白质杂交

水凝胶的半合成及其性能探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上已出

刊《PPBP as a marker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podocyte injury via Bioinformatics Analysis》论

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45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9
高能球磨制备三维多孔 Sn/C
复合材料及其储钠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上已出刊《Self-assembled MoS2/C
nanoflowers with expanded interlayer spacing as
a high-performance anode for sodium ion
batteri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上已出刊《Synergistic Effect of
Nitrogen and Sulfur Dual-Doping Endows
TiO2 with Exceptional Sodium Storage
Performance》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6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0
超耐折、强韧纳米纤维素

/PET 纤维复合薄膜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上已出刊

《Favorable combination of foldability and
toughness of transparent cellulose nanofibril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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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 by a PET fiber-reinforced strategy》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47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1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
设视域下的语言服务现状分

析与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CRC Press/Balkema》上已用

稿《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8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2
基于句法分析的非正规商业

空间研究——以广州市流动

摊贩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华中科技大学》上已出刊《A
Spatial Analysis of Street Vendors of Guangzhou
Based on Space Syntax》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9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3
健康中国战略下公众健康信

息素养提升策略研究——以

广东省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东南传播》上已出刊《健康传

播议题在我国数据新闻中的呈现——基于国

内 11 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内容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0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4
广东科研院所赋予科研人员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政策执行情况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珠江青年法学评论》上已用稿

《浅析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

困境及对策》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1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5
产业工人获得感：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

于广东省的调查数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52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6

社会治理体系中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的模式重构与创新扩

散：基于广东省乡村治理变

革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上已出刊《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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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57

治理驱动型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模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区域治理》上已出刊《论乡村

振兴背景下增村“自治吸纳行政”模式》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4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58
现代有轨电车槽型轨精准清

洁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SCI/EI期刊《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
上已出刊《Research On Grooved Rail Garbag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YOLOv3》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2020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Contro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上已出刊《Research on
small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yolov3》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EDP Sciences》上已出刊《An
Algorithm for Extracting Groove Rail Area
Based on Improved Hough Transform》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0998111.7；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5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59
免机械移动的全彩色三维层

析显微镜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Applied Physics Letters
photonics》上已出刊《Fourier microscopy based
on singlepixel imaging for multi-mode dynamic
observations of sampl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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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核心期刊《optics express》上已出刊

《Full-color light-field microscopy via
single-pixel imaging》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810271062.4；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制作实物 1份；

56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0
基于可逆鲁棒水印的完整性

认证和版权保护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上已出刊《Cover-Lossless Robust
Image Watermarking Against Geometric
Deformation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上已用稿

《Reversible Data Hiding by Using CNN
Prediction and Adaptive Embedding》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Signal Processing》上已出

刊《Lossless robust image watermarking by using
polar harmonic transform》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上已出刊《Face anti-spoofing
detection based on DWT-LBP-DCT features》论

文 1篇；

5. 在 SCI/EI 期刊《计算机学报》上已出刊《基

于手工特征提取与结果融合的 CNN 音频隐写

分析算法》论文 1篇；

6. 在 SCI/EI 期刊《Signal Processing》上已出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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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Robust reversible audio watermarking based
on high-order difference》论文 1篇；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066301.X；

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063965.0；
9.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1615577.5；
10.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2011552248.0；
1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2110355102.5；
12. 制作实物 1 份；

57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1
基于纳米界面的光纤单分子

测量及诊疗一体化集成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S Nano》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Temperature-tunable Enhancement
of the Evanescent Field on an Optical
Microfiber for Ultrasensitive Biosensor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Analytical Chemistry》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Cellular Theranostics on an
Optical Microfiber with Gold Nanorods-Black
Phosphorous Nanointerface》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8 1
1623906.3；
4. 被省部级领导签批， 2021-07-27 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签批， 批示：发明专利证书；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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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2
用于止血和促修复的甲壳素

功能敷料的产品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上已出刊《Tannic
acid/CaII anchored on the surface of chitin
nanofiber sponge by layer-by-layer deposition：
Integrating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and hemostatic
performance》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112535759B；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9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3
探究NF-κB信号对卵泡发育

过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上已出刊《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related
calcium imbal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induced failure of
neural tube closure during embryogenesi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0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4
CB5083 在结直肠癌中的抗

肿瘤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omputational and Structural
Biotechnology Journal》上已出刊

《Structure-based discovery of
neoandrographolide as a novel inhibitor of Rab5
to suppress cancer growth》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1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6
香港媒体的政治谱系坐标及

其话语方式调查与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被省部级领导签批， 2020-10-23 由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签批， 批示：舆情分

析报告获中宣部采纳，无具体批示意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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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67
基于激光技术的电动汽车无

线充电的智能精准对接装置

与上位机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无线传

能效率最优化方案与效能检测装置设计》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various charging modes on grid
connec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112821520A；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636542；
5. 第九届暨南大学“挑战杯”：二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3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68
Tidy Car—车内空气净化领

跑者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10812876.9；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1442482.0；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1930318573.2；
4.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5.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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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69
预制 FRP多管复合约束海砂

混凝土新型组合柱力学性能

试验及施工工艺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黑龙江科学技术》上已出刊《新

型 FRP－混凝土组合柱力学性能研究综述》论

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Seven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FRP in Structures (APFIS 2019)》
上已出刊《AXIAL COMPRESSIVE
BEHAVIOR OF SEAWATER AND
SEA-SAND CONCRETE (SSC) FILLED
STAINLESS STEEL TUBULAR COLUMNS
WITH FRP CONFINED SSC CORE》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173944.4；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547315.2；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7. 暨南大学第十届“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

业大赛：金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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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1
纳米胶囊天然叶酸在酸奶和

液体奶中的稳定性及其生物

利用性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Nutrition》上已

出刊《Optimized Extra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olates From Date Palm Fruits and Their
Tracking During Fruits Wine Fermenta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Nutrition》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One-Carbon Folate Metabolites
and Amino Acids in Biological Samples using a
UHPLC-MS/MS Method》论文 1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637958.7；
4. 已申请未受理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66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3
二氧化钒可控纳米结构生长

及其在光电探测和智能窗领

域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上已出刊《Construction of Schottky
contact by modification with Pt particle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ultra-long V2O5
nanobelt photodetector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CrystEngComm》上已出刊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for VO2 nanopartic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smart windows》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CrystEngComm》上已出刊

《Phase B vanadium dioxide： characteristic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 1
0628556.8；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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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668344.5；
6.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668883.9；
7.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我最

喜爱的项目”和“最佳创意项目”奖；

67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4
自命不凡还是稳操胜“券”：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背景特

征与关联网络的实证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系统工程》上已出刊《网

络关联、信息共享与基金投资风险》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8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5

老年流动人口与农村留守老

人养老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基于 CHARLS 数据

的实证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区域治理》上已出刊《养老归

宿对当代老年人满足感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9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6
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现状及实施路径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探索科学》上已出刊《广东省

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政策执行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70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7
香港问题中的意见领袖与国

际话语权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2. 暨南大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71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8

新媒体时代外来务工人员公

共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统计与管理》上已用稿《新媒

体时代外来务工人员公共参与的影响机制研

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资讯》上已用稿《新媒体

时代外来务工者公共参与现状及对策 ——以

广州、深圳市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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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9
内地香港青年社会融入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

暨大大学、华侨大学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被省部级领导签批， 2022-01-07 由中央统

战部领导签批， 批示：报告针对暨南大学与

华侨大学的内地香港学生群体（注：为做好区

分，内地香港学生指高中或高中前就在内地上

学，户籍地为香港的学生），使用问卷调查与

深度访谈结合的方式。

审核通过

73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80
营商法治视阈下商事登记制

度重构探究－－以“证照分

离”改革为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福建金融》上已出刊《我国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风险缓释机制——基于对

价平衡的商业逻辑视角》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新玉文艺》上已出刊《营商法

治视阈下商事登记制度优化路径探索——以

“证照分离”改革为视角》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4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81

家门口的温暖：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基于

广州市 X养老机构的实证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论文《BMC primare
Care》上已出刊《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based health servic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nderson’s health behavior model》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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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2
非结构环境下采摘机械手的

多目标柔性抓取关键技术研

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用稿《Citrus
fruits maturity detection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nd
visual saliency map》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Visual
detection of green mangoes by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 orchards based on a deep
learning method》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A
method of green citrus detection based on a deep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forest》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Publishing Services》上已出刊

《Citrus Fruits Harvesting Sequence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Visual Attention Mechanism：

A Novel Cognition Framework for Citrus
Picking Robots》论文 1篇；

5.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926985.6；
6.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466512.2；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007577；
9.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10. 广东省暨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工程大赛：一

等奖；

11. 制作实物 4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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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3
山地果园高效智能测产技术

与装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olecular Diversity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上已出刊《Tree-Type
Irrigation Pipe Network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 Using ICSO-ASV》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engineering village》上已出

刊《Detection of soil total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content based on the spectral
information of citrus canopy》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Molecular Diversity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上已出刊《Design of
Citrus Fruit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Mobile
Platform and Edge Computer Device》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河南农业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基于模型剪枝改进 FCOS 的实时柑橘检测

研究》论文 1篇；

5. 在核心期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上已出刊《基于边缘计算的柑橘果实识

别系统的设计》论文 1篇；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112613438A；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952062；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50297；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952051；
10. 2020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机器人赛道系统

组：二等奖；

11. 制作实物 2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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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4
基于 RFID 的实验设备智慧

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未投稿《基于树莓派和 RFID 的危化品管理

系统设计与试验》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用稿

《基于物联网的电子实验室教学管理系统设

计》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961313.9；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645408；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8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5
植物酸奶适制性发酵剂及其

产品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省分赛：省级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9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6
可再生木质素水凝胶电解质

的构建及其超级电容器性能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上已出刊《Highly Compressible Hydrogel
Sensors with Synergistic Long- lasting Moisture，
Extreme Temperature Tolerance and Strain-
sensitivity Propert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0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7
海藻酸钠基抗冻导电水凝胶

的研究及其在柔性传感器中

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上已出刊《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renewable vanillin into reprocessable，
acid-degradable and flame retardant polyimide
vitrimer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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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SCI/EI 期刊《ACS Applied Polymer
Materials》上已出刊《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Semi-Interpenetrating Silk Fibroin Protein
Hydrogels with Integrated Strength and
Toughness》论文 1篇；

81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a0088
福利救济能否降低贫困户的

信贷违约风险——来自中国

精准扶贫政策的证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金融经济学研究》上

已出刊《社会资本异质性能影响农村金融深度

吗—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2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89
基于边缘计算的柑橘林农情

信息收集决策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农业工程学报杂志》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柑橘黄龙病光谱特征波

段选择及光谱检测仪研制方法》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120090027.X；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235884.8；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237047.9；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第十六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南分

赛区团队二等奖；

9.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3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0
基于 RFID 的生猪个体健康

状况信息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2221884；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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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2
土壤根结线虫的酸碱交替调

控技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上已出刊《Effects of acid rain on
plant growth A meta-analysi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435258.2；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5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3
喷鼻型灭活乳酸菌微生态制

剂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银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6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4
兽医病检高效分离装置研发

与推广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832338.1；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950256.7；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丁颖杯”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7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5
汉麻基多级孔碳材料的制备

及多功能储能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上已出刊《Hierarchically porous SiOx/C and
carbon materials from one biomass waste
precursor toward high-performance
lithium/sodium storage》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上已出刊《Dual carbon and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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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pace confined SiOx/C@void@Si/C
yolk-shell nanospheres with high-rate
performances and outstanding cyclability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anodes》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10365401.2；
4. 制作实物 1份；

88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7
提高荔枝阴雨花期授粉受精

能力的新材料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热带农业》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纳米二氧化钛复合试剂对‘泸州桂

味’荔枝花粉萌发及生长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2010457402.X；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456028.1；
4.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456030.9；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2020 年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名
园”杯征文比赛：优秀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9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8
精油驱避红火蚁关键组分的

发掘及对电生理的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est Management Science》
上已出刊《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red imported fire ants
(Hymenoptera：Formicidae) to an essential balm
and its component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0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9
基于网络分析解析马铃薯抗

寒转录因子调控网络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上已用稿《A vacuolar
invertase CsVI2 regulates sucrose metabolism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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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creases drought tolerance in Cucumis
sativus L.》论文 1篇；

91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0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长期投

资——基于 IPWRA 模型的

比较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期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上已出刊《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

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来自 PSM-DID 准实验

的证据》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92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1
大饥荒中的幸存者：农户早

年经历与技术采纳行为——
来自中国河南麦区的证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上已出刊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9–1961) and
farm households’ adoption of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China》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3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2
农地产权稳定与农地流转市

场转型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机》上已出刊《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村民自治研究热点及演变趋

势》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4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3
广东省乡村党建引领的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科技投资》上已出刊《基

层党建引领的嵌入逻辑与凝聚力效果：一种社

会心理学分析》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清华大学 2021年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大

赛：硕士生组优秀奖；

审核通过

95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4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东典

型乡村发展建设的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城市建筑》上已用稿《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典型乡村发展策略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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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105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基于结

构方程模型的青少年禁毒预

防教育宣传模式实证研究

——以东莞虎门镇禁毒服务

中心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法制博览》上已出刊《青少年

禁毒宣传教育模式实证研究与对策——以虎

门镇禁毒服务中心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7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06

一种基于氧化石墨烯的 PH
敏感型纳米药物递送系统

（PTX@GO-PEG-OSA）的

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Graphene oxide
(GO)-based nanosheets with combined
chemo/photothermal/photodynamic therapy to
overcome gastric cancer (GC) paclitaxel
resistance by reducing mitochondria-derived
adenosine-triphosphate (ATP)》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259380.6；

审核通过

98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07
基于 RF 网络的便携式视觉

运动反应训练系统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5. 第三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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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08

一种通过调控 MAPK/Erk 通

路增强特瑞普利单抗（PD-1
抗体）疗效的胃癌靶向西地

那非纳米药物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Biodegradable
hollow mesoporous organosilica
nanotheranostics (HMON) for multi-mode
imaging and mild photo-therapeutic-induced
mitochondrial damage on gastric cancer》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Natural
Melanin-Based Nanoparticles With Combined
Chemo/Photothermal/Photodynamic Effect
Induce 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 on
Tumor》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C》上已出刊

《Vitamin-B12-conjugated PLGA-PEG
nanoparticles incorporating miR-532-3p induce
mitochondrial damage by targeting apoptosis
repressor with caspase recruitment domain
(ARC) on CD320-overexpressed gastric cancer》
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269138.7；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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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09

一种携载核酸药物的维生素

B12结合型纳米复合物

（miR-532-3p@PLGA-PEG-
VB12）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机

制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

《Vitamin-B12-conjugated PLGA-PEG
nanoparticles incorporating miR-532-3p induce
mitochondrial damage by targeting apoptosis
repressor with caspase recruitment domain
(ARC) on CD320-overexpressed gastric cancer》
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 111467323 B；

审核通过

101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10
靶向 COPS5 诱导肿瘤细胞

铁死亡协同替莫唑治疗胶质

母细胞瘤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已出刊

《Pharmacological targeting PTK6 inhibits the
JAK2/STAT3 sustained stemness and reverses
chemoresistance of colorectal cancer》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2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a0111
基层医改改革效果评估研究

——以国家医改典型花都区

医改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医学与社会》上已出刊《“一
元钱看病”模式下广州市花都区居民基层首诊
行为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卫生资源》上已出刊《广
州市花都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103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2
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的颞叶

癫痫辅助诊疗系统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上已出刊《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cell lymphoma： An analysis
from 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program》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Epilepsy Research》上已出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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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Nucleus accumbens shell：A potential target
for drug-resistant epilepsy with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Molecular Neuroscience》上

已出刊《Emerging Role of Microglia-Mediated
Neuroinflammation in Epilepsy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论文 1篇；

4. 制作实物 1份；

104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3
一种可应用于门静脉穿刺术

的增强现实手术导航系统的

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urgical Oncology》上已出

刊《Laparoscopic anatomic combined
subsegmentectomy》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5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4
基于 VR 技术的甲状腺全切

术式模拟培训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创新

大赛：省赛银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6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6
新型 TASK 通道激动剂的发

现及其麻醉效果的药效学评

价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上已出刊《ML365 inhibits TWIK2 channel to
block ATP-induced NLRP3 inflammasome》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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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7
新型抗紫杉醇耐药的稠合嘧

啶类微管蛋白抑制剂的合成

及活性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上已出刊《Synthesis，
biological evaluation， an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of new tubulin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s based on 5-amino-1，2，4-triazole
scaffold》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8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8
TLR3信号通过调控自噬在

肠缺血再灌注肠损伤中的作

用及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上已出刊《Ribonuclease
attenuates acute intestinal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 mice》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胸科麻醉选择性肺段通气导管的设计》论

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Mucosal Immunology》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Extracellular RNAs/TLR3
signaling contributes to acute intestinal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
mice》论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山东医药》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TOLL 样受体在肠缺血再灌注损伤中

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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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9
透明脑技术联合三维图像重

建在脑卒中研究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
上已出刊《Current Status of Tissue Clearing and
the Path Forward in Neuroscience》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biophotonics》上

已出刊《Comprehensive histological imaging of
native microbiotain human glioma》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2021 年南方医科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10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0
西黄丸通过 JNK/STAT3 通

路调控胶质瘤 TAMs 极化的

分子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生命科学》上已出刊《转录因

子 FOXO1在肿瘤形成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

究进展》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上已出刊《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 as the Dominant
Immune Cells， Are an Indispensable Target for
Immunologically Cold Tumor—Glioma
Therapy?》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1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1
肠道菌群介导禁食产生肠缺

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及其

机制探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上已出刊《Preoperative fasting
confers protection against intestinal ischaemia/
reperfusion injury by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their metabolites in a mouse model》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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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pharmacology》上已出刊《Ribonuclease
attenuates acute intestinal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 mice》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112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2

FLT3 抑制剂联合

FLT3-NKG2D-CAR-T 细胞

对 FLT3mut+难治性急性髓

系白血病协同杀伤作用以及

其分子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临床血液学杂志》上已出刊《Ｖ

enetoclax 联合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复发／ 难治

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及预后分析》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上已出刊《Venetoclax
enhances NK cell killing sensitivity of AML
cells through the NKG2D/NKG2DL activation
pathway》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13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5
基于 Precede-Proceed模式的

老年健康素养教育评价及其

对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医学与社会》上已出刊《医学

家庭背景对广州市老年人健康素养影响的倾

向性评分匹配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华南预防医学》上已出刊《基

于 Dephi法的老年人健康素养评估体系构建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4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6
广东省医联体建设现状和效

果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卫生经济研究》上已出刊《某
省医联体建设改革效果评价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上已出刊
《基于推拉理论的优质医生下沉基层行为的
动力模型构建》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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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7
基于系统运动方案对老年人

跌倒预防作用的评估：一项

社区干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东医学》上已出刊《中国中

老年人跌倒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6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a0128
“鼻灵通” 便携式脉冲鼻炎

理疗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测试》上已用稿《一种智

能定位按摩迎香穴的通鼻辅助治疗仪》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 212382952
YU；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华南赛区选拔赛：三

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7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a0130

基于 Apriori 算法－聚类分

析－降维分析的失眠中医用

药规律分析及其有效成分预

测和靶点通路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辽宁中医杂志》上已出刊《名

老中医治疗失眠的用药规律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8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1
基于“互联网+中医特色”框
架下护患交流类 “护家

宝”APP 的创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69790；
2. “吉林北药杯”第二届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119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2
“耳宝”便携式耳穴自动按压

器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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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3
基于 sEMG 信号与“镜像”康
复运动的多模式上肢康复系

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54747.3；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铜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6.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铜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1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4
一款模拟人工艾灸手法的多

功能自动艾灸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297655.0；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2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5
一种新型防污染的棉签自动

抽取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34828.8；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228353.3；
3.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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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6
立足中医桥弓穴研制智能按

摩降压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上已出刊

《推拿桥弓穴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病研究概况》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医疗装备》上已出刊《中医桥

弓穴智能按摩降压仪的设计与应用》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上已出

刊《中医推拿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研究概况》

论文 1 篇；

4. 在核心期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上已用稿《中医推拿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有效性

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论文 1 篇；

5.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Scienc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针

灸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系统评价再评价》论文

1 篇；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822046585.7；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4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7

基于自噬与 ROS-nlrp3 炎症

小体通路探讨葛根素调节糖

尿病并发症引起的内皮功能

障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Nutrition&Metabolism》上
未录用（在审或返修）《High fructose induces
vasodilatation dysfunction via PP2A mediated
eNOS Ser 1177 dephosphorylation》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省级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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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8
桂皮醛（TCA）对阿霉素

（DOX）所致心脏损伤中的

保护作用和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Hindawi》上已用稿

《Protection against Doxorubicin-Induced
Cardiotoxicity through Modulating iNOS/ARG 2
Balance by Electroacupuncture at PC6》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6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39

以铁皮石斛特征成分甘露糖

为先导设计合成磷酸甘露糖

异构酶（PMI）抑制剂及其

化疗增效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已出刊《Antitumor
activity and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heparanase inhibitors： Recent advanc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7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40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

的泻心汤类方“同病异治”慢
性萎缩性胃炎的作用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药物评价研究》上已出刊《基

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的半夏泻心汤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作用机制探讨》论文 1 篇；

2. 第八届“远志杯”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28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41
白术和白芍联合治疗DSS诱

导的溃疡性结肠炎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上已用

稿《术和白芍联合治疗 DS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

炎》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9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42

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的概

念结构和态度研究 ——基

于自由联想和单类内隐联想

测验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已出刊《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的概念结构

和态度倾向》论文 1 篇；

2. 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本科分会年会论文

评比：三等奖；

审核通过

130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43
新时代背景下非遗在高校的

传承路径—以醒狮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文艺》上已出刊《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佛山彩扎狮头传承调查研究》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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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收藏与投资》上已出刊《影响

醒狮在高校推广的因素及策略》论文 1 篇；

131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b0144

新时代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

与探索——朋辈式巴林特小

组对本科医学生共情能力及

职业认同影响的探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西医结合护理》上已出刊《巴

林特小组创新模式对医护人员共情能力影响

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2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45
MindLink-Explorer 开放平台

——实时测量情绪与注意力

的多模态工具箱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上已出刊

《MindLink-Eumpy： An Open-Source Python
Toolbox for Multimodal Emotion Recognition》
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Hindawi》上已出刊

《EEG-Based Closed-Loop Neurofeedback for
Attention Monitoring and Training in Young
Adults》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系统应用》上已出刊《基

于人脸图像和脑电的连续情绪识别方法》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sensors》上已出刊

《Enhancing BCI-Based Emotion Recognition
Using a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Feature Selection》论文 1 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6096076；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8075757；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9. “iTeach”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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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一等奖；

10. 制作实物 1 份；

133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46
基于等离子发射光谱的脉冲

激光焊接脆性材料实时诊断

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上已

用稿《多元线性回归提高激光诱导荧光辅助激

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的准确度》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 CHINESE OPTICS
LETTERS》上已出刊《Broadband fluorescence
emission in Bi-doped silica glass prepared by
lase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030912.7；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514052；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7.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

赛：创意组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134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47
基于叶脉分形金属网络柔性

透明导电电极的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的制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上已出刊《Fluorinated Interfacial
Layers in Perovskite Solar Cells： Efficient
Enhancement of the Fill Factor》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Surfaces and Interfaces》上

已出刊《Low-cost and efficient hole transport
materials based on 9-phenyl-9H-carbazole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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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 for perovskite solar cell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Surfaces and Interfaces》上

已出刊《High-k La2O3 as an Anode Modifier to
Reduce Leakage Current for Efficient Perovskite
Solar Cell》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Materials Today Physics》
上已出刊《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antisolvent on processing window and efficiency
for large-area flexible perovskite solar cells》论

文 1篇；

5. 在 SCI/EI 期刊《Organic Electronics》上已

出刊《Novel D-A-D type small-molecular hole
transport materials for stable inverted perovskite
solar cells》论文 1篇；

6.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553363.0；
7.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653762.4；
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9.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10.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1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特等奖；

12. “赛迪环保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

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

13. 制作实物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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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48
亚铁磁畴壁与斯格明子动力

学模拟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hysical Review B》上已出

刊《Dynamics of antiferromagnetic skyrmions in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pinning defect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Physical Review B》上已出

刊《Magnon-driven skyrmion dynamics in
antiferromagnets： Effect of magnon
polarization》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上已出刊《Unidirectional
localization and track-selection of
antiferromagnetic skyrmions through tuning
magnetocrystalline anisotropy barriers》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PHYSICS》
上已出刊《Suppression of Skyrmion Hall Motion
in Antiferromagnets Driven by Circularly
Polarized Spin Wav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6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49
新颖自聚焦光束的传输特性

以及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上已出刊《Autofocusing Pearcey-like
vortex beam along a parabolic trajectory》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New Journal of Physics》上

已出刊《Abruptly autofocusing polycyclic
tornado ring Airy beam》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Optics Express》上已出刊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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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trajectory manipulation of
symmetric Pearcey Gaussian beam in a
uniformly moving parabolic potential》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Optics Letters》上已出刊

《Auto-focusing and self-healing of symmetric
odd-Pearcey Gauss beams》论文 1 篇；

5. 在 SCI/EI 期刊《Annalen der Physik》上已

出刊《Off-axis and multi optical bottles from the
ring Airy Gaussian vortex beam with the
astigmatic phase》论文 1 篇；

6. 在 SCI/EI 期刊《Optics Letters》上已出刊

《Symmetric Pearcey Gaussian beams》论文 1
篇；

7. 在 SCI/EI 期刊《Optics Communications》上

已出刊《Effect of the spectral optical vortices on
the chirped ring symmetric Airy beam》论文 1
篇；

8.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Optics》上已出刊

《Propagation properties and radiation forces of
the Hermite–Gaussian vortex beam in a medium
with a parabolic refractive index》论文 1篇；

9. 在 SCI/EI 期刊《Chinese Physics B》上已出

刊《Propagation properties of the chirped
Airy–Gaussian vortex electron plasma wave》论

文 1篇；

10. 在 SCI/EI期刊《Physics of Plasmas》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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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Symmetric Airy electron plasma wave》论

文 1篇；

11. 在 SCI/EI期刊《Optics Communications》
上已出刊《Tight-focusing properties of radially
polarized chirped circular Airy Gaussian beam》

论文 1 篇；

12. 在 SCI/EI期刊《Optics Letters》上已出刊

《Multioptical bottles from second-order chirped
symmetric Airy vortex beams》论文 1篇；

13. 在 SCI/EI期刊《Optics Express》上已出刊

《Propagation of the first order annular Bessel
Gaussian beams in a uniaxial crystal along the
optical axis governed by the Pockels effect》论文

1 篇；

14. 在 SCI/EI期刊《Annalen der Physik》上已

出刊《Ring Airy-Like Beams along Predesigned
Parabolic trajectories》论文 1 篇；

15. 在 SCI/EI期刊《Optics Communications》
上已出刊《Abruptly autofocusing properties of
the chirped circular Airy Gaussian vortex beams》
论文 1 篇；

16. 在 SCI/EI期刊《Optics Communications》
上已出刊《Propagation of the Pearcey Gaussian
beams in a medium with a parabolic refractive
index》论文 1 篇；

17. 在 SCI/EI期刊《SCIENCE CHINA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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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 Astronomy》上已出刊《Generation
and control of dynamically tunable circular
Pearcey beams with annular spiral-zone phase》
论文 1 篇；

18. 在 SCI/EI期刊《Results in Physics》上已出

刊《Nonparaxial propagation and the radiation
forces of the chirped annular Bessel Gaussian
beams》论文 1 篇；

19. 在 SCI/EI期刊《Chinese Physics B》上已

出刊《Nonparaxial propagation of radially
polarized chirped Airy beams in uniaxial crystal
orthogonal to the optical axis》论文 1 篇；

20. 在 SCI/EI期刊《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上

已出刊《Propagation properties and radiation
forces of the chirped Pearcey Gaussian vortex
beam in a medium with a parabolic refractive
index》论文 1 篇；

2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870219.2；
2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3324157.X；

2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3114796.3；
2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154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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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特等奖；

137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50
基于金属/共价有机框架的

高性能锂硫电池功能隔膜涂

层的设计与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已出刊《Sulfophilic and lithophilic
sites in bimetal nickel-zinc carbide with fast
conversion of polysulfides for high-rate Li-S
battery》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ACS Applied Nano
Materials》上已出刊《Iron Carbide Dispersed on
Nitrogen-Doped Graphene-like Carbon
Nanosheets for Fast Conversion of Polysulfides
in Li−S Batterie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ACS Nano》上已出刊

《Single-Atom Zinc and Anionic Framework as
Janus Separator Coatings for Efficient Inhibition
of Lithium Dendrites and Shuttle Effect》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广东第十届大学生材料创新大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138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a0151
在视觉拥挤条件下探究类面

孔刺激的加工机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上已出刊《Twofold Advantages of
Face Processing With or Without Visual
Awarenes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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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2
模块化设计的系列智能巡检

机器人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010012.8；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478262.X；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064538.X；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一等奖银

奖；

7.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140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3
基于高频光纤激光器的激光

诱导击穿光谱稳定性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Optics Express》上已出刊

《Accuracy improvement in plastics
classification by 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based on a residual network》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上已出刊《Laser-ablation
dependence of fiber-laser-based 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for determining Cu，
Mg， and Mn elements in aluminum alloys》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Results in Optics》上已出刊

《Classification of plastics using 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combined with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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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K 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SPECTROSCOPY》上未录

用（在审或返修）《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elf-absorption effect in 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based on fiber laser
ablation》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22076774.6；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申请未受理发明专利 1项；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840449；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514052；
10.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二等奖；

11.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

赛：二等奖；

12. 制作实物 3 份；

141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4
人工智能机器人伦理仿真技

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与数字工程》上已出刊

《基于荔枝和龙眼病虫害知识图谱的问答系

统》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Healthcare
Engineering》上已出刊《Application of U-Net
with Global Convolution Network Module in
Computer-Aided Tongue Diagnosis》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系统应用》上已出刊《基

于语义的视频检索技术综述》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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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142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5
利用机器学习优化自闭症光

学脑成像的特征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上已出刊《Narrowband
Resting-State fNIR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 PHOTONICS
JOURNAL》上已出刊《Time domain diffuse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for detecting human
brain function optimize system on re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by simulation method》
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上已出刊《Altered complexity in resting-state
fNIRS signal in autism： a multiscale entropy
approach》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Brain Sciences》上已出刊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t-Range and
Homotopic Long-Range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emporal Lobe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论文 1 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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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6
新一代全波多维光热电清洁

能源网络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发电技术》上已出刊《内冷蒸

发腔式太阳能集热器的设计与实验分析》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上已出刊《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active heat sink with heat pipe
assistance for high-power automotive LED
headlight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上已出刊《A hybrid vapor
chamber heat sink incorporating a vapor chamber
and liquid cooling channel with outstanding
thermal performance and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论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上已出刊《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shaped segmented
unidirectional heat pipe array cogeneration unit》
论文 1 篇；

5.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上已出刊《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a novel double independent chambers casing heat
pipe applied for heat dissipation at low
temperatures》论文 1 篇；

6. 在 SCI/EI 期刊《Energy Conversion and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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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上已出刊《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n internally-cooled
vapor chamber》论文 1篇；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8. 第九届“挑战杯”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科

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9. 制作实物 1份；

144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7
外泌体荷载 p53 蛋白用于线

粒体靶向治疗乳腺癌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iomacromolecules》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Tumor-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loading recombinant P53 as a
"drug-free" strategy for mitochondrial targeting
breast cancer treatment》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B》上已出刊《Growth factors regional
patterned and photoimmobilized scaffold applied
to bone tissue regeneration》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第四届全国生命科学竞赛暨第三届广东省

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45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8
阳离子型多孔材料的新构筑

策略及其对水中含氧阴离子

的吸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PlusChem》上已出刊

《Covalent Cross-Linking of Metal-Organic
Cages： Formation of an Amorphous Cationic
Porous Extended Framework for the Uptake of
Oxo-Anions from Water》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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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59
力刺激响应有机长寿命室温

磷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防伪

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已出刊《Colour-tunable dual-mode
afterglows and helical-array-induced
mechanoluminescence from AIE enantiomers：
Effects of molecular arrangement on formation
and decay of excited stat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Science》上已出

刊《Controlling the 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of axially chiral organic emitters
and their racemate for information encryption†》
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47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0

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

论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社会科学动态》上已出刊《卡

尔·马克思对于我们的时代依然有用——大

卫·哈维访谈》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克拉玛依学刊》上已出刊《缘

起·维度·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演进》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改革与开放》上已出刊《新乡

贤参与乡村治理现实路径探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48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1
“癌症旅馆”及背后群体结构

和空间联系研究 ——以广

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陕西人民》上已出刊《“癌症

旅馆”背后群体结构和社会联系研究——以广

州市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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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2
文创产品粉丝文化主要特征

及其变现路径建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媒体研究》上已出刊《文创

产品粉丝特征、文化建构及培育探索一一以故

宫文创粉丝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3. 第九届“挑战杯”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150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3

家国情，鸿鹄志

——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大

学生返乡下乡创业政策的作

用效应和提升机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上已出刊《乡村振兴中的大学生创

业政策： 供给内容、实现机制与行为效应

———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51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4
城市宠物犬饲养与管理法律

制度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论刊》上已出刊《论饲养

动物侵权责任主体认定规则》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锋绘》上已出刊《我国城市宠

物犬饲养与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以广州市

为例》论文 1篇；

3.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0-12-30 由广州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签批， 批示：兹

证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城市宠物犬饲养与

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项目研

究团队（指导老师：侯巍副教授，团队成员：

闵锐、吴若非、陈慨洋、林振锋、林嘉鑫、陈

雄燊、朱泳璎、陈欣然，项目性质：教育部“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九届“挑战杯”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项目）提交的《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修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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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完善建议》以及《广州

市立法实践情况与居民养犬认知报告》等调研

报告，为修订《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提供了

宝贵的调研情况和研究成果，有关对策建议具

有参考价值予以采纳。

152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5
小学数学分数概念学习进阶

的构建及其教学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学习导刊》上已出刊《小学数

学分数概念学习进阶的构建及其教学应用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53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6
智慧课堂现状和未来展望的

典型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海经（教育前沿）》上已出

刊《智慧课堂应用“智慧化”路在何方》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周刊》上已出刊《高中智

慧课堂的实践反思——以佛山市中学为例》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法制博览》上已出刊《略论新

媒体时代我国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的法律治

理》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54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7
新世纪卓越教师培养背景下

的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研

究 ——以广东省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基础教育参考》上已出刊《信

息化在校长管理工作中的三大论争》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55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8
云制造模式下粤港澳大湾区

供应链的调度优化问题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价值工程》上已出刊《云制造

模式下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的调度优化问题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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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华南师范大学 pdjh2020b0169
近三千年来岭南地区重金属

汞污染调查与潜在生态风险

评估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上已出刊《A 15，400-year
record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input of
mercury (Hg) in a sub-alpine lacustrine sediment
succession from the western Nanling Mountains，
South China》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上已出刊《Response of mercury
accumulation to anthropogenic pollution in the
past ~1000 years inferred from tropic Lake
Huguangyan sediments， Southern China》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Quaternary International》上

已出刊《A 16.2-ka lacustrine sediment record of
mercury deposition in Dahu Swamp， eastern
Nanling Mountains， South China： analysis of
implications for climatic change》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57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0
阵列式高效高精 MicroLED

巨量转移装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ZL 2019 1 0672291.
1；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1423883.9；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金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 63 -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158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1
智能化绘画教学系统开发项

目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上已出刊《Intelligent
Painting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Underthe Internet
Vision》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包装工程》上已用稿《基于人

工智能的个性化绘画教育模式》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59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2
一种智能手持肿瘤组织辨识

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Journal of Electrical
Bioimpedance》上已出刊《Design of a drop-in
EBI sensor probe for abnormal tissue detection
i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Engineering in
Medicine》上已出刊《Smart handheld device
with flexible wrist and electrical bioimpedance
sensor for tissue inspection》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653966；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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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特等奖；

9. 制作实物 1份；

160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3
基于视觉编程的机器人智能

学习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科学与探索》上已出刊

《多特征像素级融合的遮挡物体 6DOF姿态估

计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上已出刊

《基于手势特征融合的操作动作识别》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2021 IEEE/R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IROS)》上已出刊《DepthGrasp： Depth
Completion of Transparent Objects Using
Self-Atten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with Spectral
Residual for Grasping》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机器人》上已出刊《基于

人类演示视频的机器人学习操作命令生成框

架》论文 1 篇；

5.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上已用稿

《基于人体骨架和物体属性的机器人技能学

习方法》论文 1 篇；

6.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上已用稿

《基于视频和文本的机器人技能指令生成方

法研究》论文 1 篇；

7.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上已用稿

《视频与音频特征融合生成动作指令组的方

法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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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上已用稿

《复杂演示视频的机器人技能转译方法》论文

1 篇；

9.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7 1
0556722.9；
10.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 1
0671667.7；
1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254967.8；
1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 1
0703031.6；
1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789075.8；
1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905371.X；

1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896209.6；
16.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639967.X；

17.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1 1
0890669.2；
18.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1 1
0850016.1；
19.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0.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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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9.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0.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银奖；

38.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9. 2020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2020
年河源市首届创新创业大赛/ICAN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ICAN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华南赛区/第八届粤港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银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三等奖；

40. 制作实物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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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4
基于 PLZST 反铁电陶瓷电

容器的介电储能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omics》上

已出刊《Enhanced energy-storage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stability of
Pb0.89La0.06Sr0.05(Zr0.95Ti0.05)O3
anti-ferroelectric thin film capacitor》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62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5
一种早期直肠癌的荧光靶向

诊断试剂以及荧光检测内窥

镜的研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已出刊《Design

mitochondria-specific fluorescent turn-on

probes targeting G-quadruplexes for live

cell imaging and mitophagy monitoring

study》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省赛

获得二等奖;

6. 第六届“华炬杯”创新创业大赛/第九届“挑

战杯”广东工业大学科技作品竞赛/第七届“互

联网+”校内选拔赛/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创客广

东”后疫情时代与大健康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一等奖/银奖/铜奖/优胜奖;

审核通过

163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6
基于等级孔 MEL 分子筛活

性物种及扩散调控耦合的清

洁芳烃烷基化过程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已出刊《Fine-Tuned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of MWW Zeolites for Highly Efficient
Alkylation via Suitable Accommodation》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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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

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机

制：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网

络理论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管理工程学报》上已

用稿《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

位选择》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国际商务研究》上已用稿《制

度距离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购

经验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论文 1篇；

3. 第九届“挑战杯”广东工业大学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65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a0178
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公众社

区：广钢工业遗产公园多方

共同缔造模式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东工业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珠三角基塘农业生态系统修复及其生物多

样性提升策略研究——以佛山市鲤鱼沙万亩

公园为例》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11879；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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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79

装配式预应力 UHPC（超高

性能混凝土）新型桥梁结构

体系的设计安全度评估及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复合材料学报》上已出刊

《体外预应力无腹筋超高性能混凝土梁的抗

剪性能试验探索》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上已出刊《Influence of RPC grouting
materials on shear behavior of wet joints in
PCSBs with confining stress》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Structures》上已出刊《Direct
shear behavior of castellated dry RPC joints in
precast concrete segmental bridges》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Computers and Concrete》
上已出刊《Shear strength of match-cast-free dry
joint in precast girders》论文 1篇；

5.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Progress》上已出刊

《Shear performance of single-keyed dry joints
between reactive power concrete and high
strength concrete in push-off tests》论文 1 篇；

6.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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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0 逐梦者－潜空两栖无人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0369223.3；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54466.5；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78455.0；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939721.X；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94438.8；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1302353.9；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2198386.X；

10. 2020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创新

大赛及厦门促进金砖工业创新合作大赛/第十

四届 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中国总决赛/广
东工业大学学生创业大赛：一等奖/一等奖/银
奖；

1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168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1
基于视觉识别的异常行为实

时检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10240X；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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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2
基于优化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的图像组合识别智能控制系

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70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3
中医望闻问切即时诊断系统

及终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71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4
基于柔性屏幕盖板开发的国

产化透明聚酰亚胺薄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110356923.0；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 2020 年度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72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5 铝合金在线精炼净化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材料工程》上已出刊《基

于非线性超声空化效应的 铝合金热浸镀工

艺》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Acta Mechanica Sinica》上

已出刊《Machine learningmodels for the
secondary Bjerknes force between two insonated
bubbles》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003902.1；
4.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173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6
无人机灾区中继巡航调度与

可视化指控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工业工程》上已用稿《地震灾

区中继无人机群组角色指派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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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7
基于经典名方百合地黄汤健

康产品开发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工业大学学报》上已用稿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百合地黄汤抗肝癌作

用机制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药科大学学报》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经典名方百合地黄汤的研究

进展》论文 1篇；

3. 第九届“挑战杯”广东工业大学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175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8
苯并噻唑类化合物在我国典

型城市大气中的污染特征及

发育毒性效应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已出刊《Contamination profiles
and health impact of benzothiazole and its
derivatives in PM2.5 in typical Chinese cities》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176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89
共享经济下带 Risk-Reward
和随机性竞争策略的在线融

资租赁模型构建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上已用稿《Competitive Analysis
for Two-Option Online Leasing Problem under
Sharing Economy》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349962.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348819.4；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402757.0；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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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村

级工业园提质增效路径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村级工业园改革成效研究

——以广东佛山市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高质量

发展理念下村级工业园转型升级—以佛山市

顺德区为例》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级立项；

审核通过

178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1
基于包装材料与包装方式的

设计创新，让外卖行业可持

续性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湖南包装》上已出刊《基于优

化外卖配送服务的微信小程序界面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644682.7；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274170.6；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175869.4；
5. 第九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校级二等奖；

审核通过

179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2
广东清远清代 “九厅十八

井”围屋建筑保护与活化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工业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九厅十八井”围屋建筑特征及保护策略研究

——以清远清代钟氏大屋村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建筑》上已出刊《粤北连

山壮族瑶族文化符号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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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普通期刊《建筑设计管理》上已出刊《景

观补偿、协同共生——“垂直森林”建筑创作思

想研究》论文 1 篇；

180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3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双创大赛

赛事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上已

出刊《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双创大赛赛事体系的

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81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4
校企协同视角下工科高水平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运行

模式及其绩效评价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中国高校科技》上已

出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运行方案与绩

效研究——基于校企协同的可行性分析》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中国高校科技》上已

出刊《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性绩效评价

研究——基于变异系数法与VIKOR法对 12所

高校的分析》论文 1 篇；

3. 在 SSCI/CSSCI 期刊《中国高校科技》上已

出刊《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影响因素相

关性分析——以 16 所全国重点高校为数据样

本》论文 1 篇；

4. 在 SSCI/CSSCI 期刊《中国高校科技》上已

出刊《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服务定价机理探求

——以多样化视角为参照点》论文 1篇；

5. 在 SSCI/CSSCI 期刊《科技管理研究》上已

出刊《基于总体相关系数法和综合指数法的高

水平理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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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182 广东工业大学 pdjh2020b0195
国内年长员工对于各行业的

企业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的态度行为反应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管理学家》上已出刊《年长员

工工作重塑与展望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356426.4；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907875；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5.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省级二等奖；

审核通过

18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a0196
汉英双语语音合成及应用研

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EEE》上已出刊《A System
Design of English Speech Synthesis》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8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a0197
基于多角色标签融入的多任

务司法自动判案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Deutschland GmbH》上已出刊

《Multi-task Legal Judgement Prediction
Combining a Subtask of the Seriousness of
Charg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8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a0198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系统的经济价值综

合评估与发展对策分析——
基于环境经济学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

《Does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
eco-efficiency? ─A panel space estimation based
on Chinese evidence》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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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SSCI/CSSCI 期刊《Elsevier》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Extended Economic，Energy，and
Environmental (3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Recycling： A Case Study》论文 1篇；

18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a0199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新技术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南方经济》上已出刊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8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a020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

居住保障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广东省六市 24 村的调

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法治论坛》上录用《宅

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检视与立法表达

——以佛山南海为例》论文 1 篇；

2. 2020 年“挑战杯”广外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18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2
英汉语音摘要技术及研究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2020 第四届电子信息技术与
计算机工程国际会议》上已出刊《A method of
English-Chinese language recogn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ral English learning system》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8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3

基于

BiLSTM-GCNN-CRF+HSC
RF和外部特征的印尼语命

名实体识别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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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4
广东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

素及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广

东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校赛：校

级三等奖；

审核通过

19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5
公平与效率协调视角下中国

省际碳配额分配及碳减排路

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区域治理》上已出刊《公平与

效率动态协调视角下中国省际碳配额的预算

与分配》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技术科技作品竞赛一

等奖：校级一等奖；

审核通过

19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6
《网红教师对知识付费平台

用户粘性的影响研究：基于

关系卷入度的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新媒体与社会》上已

用稿《网红教师对知识付费平台用户粘性地影

响研究：期望认同的中介作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7

“医+养”打通养老最后一公

里：日间托老中心发展困境

及对策研究——以广州市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广州日

间托老中心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8
正负反馈机制在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中的应用与优化

方案探究——以广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休闲》上已出刊《PPP 模式及

正负反馈机制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中的

应用与优化方案探究——以广州市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9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粤文

化振兴探索——以粤剧为主

线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观·东京文学》上已出刊《粤

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粤文化振兴探索——以

粤剧为主线》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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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0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环境对

青年创业意愿的影响探究

——试探讨计划行为理论的

中介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开元出版有限公司》上已出刊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环境对青年创业意愿的

影响探究——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

的中介效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1
鲍里斯约翰逊眼中的中国形

象——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

语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创业圈·大经贸》上已出刊《鲍

里斯约翰逊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语料库

的批评话语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2
营商环境对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创业意愿影响研究

——基于政策“便利化”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开元出版有限公司》上已用稿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9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3
《 此心安处是吾乡——来

华留学生的华文化认同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上已出

刊《此心安处是吾乡来华留学生的华文化认同

分析 ——基于广东高校 800 名留学生的调

查问卷》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0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4

粤来粤省事：“数字政府”背
景下广东省掌上政务普及现

状及发展对策——以“粤省

事”小程序广州市使用情况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与社会》上已出刊《粤来

粤省事：“数字政府”背景下广东省掌上政务普

及现状及发展对策——以“粤省事”小程序广州

市使用情况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0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5
算法偏见的法律规制问题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存阅刊》上已出刊《算法偏

见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0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16
一带一路视阈下，在粤来华

留学生中国文化适应性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IJES)》上已用稿《Effects
of Teacher and Stu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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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论文 1篇；

203 汕头大学 pdjh2020a0217
基于 AI 技术的失语症轻量

化诊疗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上已出刊《An Efficient
Deep Learning Based Method for Speech
Assessment of Mandarin-Speaking Aphasic
Patient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Sensors》上已出

刊《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s for Aphasia Assessment》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30246.X；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717755.4；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033777.1；
8.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515931.1；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345389；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345375；
1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345384；
1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578787；
1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1261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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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05803；
1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05798；
1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铜奖；

1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18. 2020年“创客广东”汕头市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大赛：银奖；

19. 制作实物 1 份；

204 汕头大学 pdjh2020a0218

细胞信号网络开关 CDC42
特异性抑制剂 CASIN 抑制

食管鳞癌细胞增殖与迁移及

其分子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ancer and Metastasis
Reviews》上已出刊《Rho GTPases in cancer
radiotherapy and metastasis》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癌变·畸变·突变》上已出刊

《CDC42 抑制剂 CASIN 对食管癌 细胞活

力与迁移 能力的抑制作用》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癌变·畸变·突变》上已出刊《细

胞分裂周期蛋白 42 在肿瘤中的 作用及其分

子机制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5.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205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19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锅炉检

测用磁吸附式爬壁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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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0 一套腹腔微创手术器材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高新科技》上已出刊《新

型微创荷包缝合器械的结构设计及运动分析》

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26205.3；
3.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207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1 一种环绕型声波震动牙刷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2498608.2；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08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2
云边协同短期交通流预测研

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A
Temporal-aware LSTM Enhanced by
Loss-switch Mechanism for Traffic Flow
Forecasting》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MDPI》上已出刊

《ST-TrafficNet： A Spatial-Temporal Deep
Learning Network for Traffic Forecasting》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09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3
防治黑臭水体的光催化高级

氧化耦合上流式厌氧污泥床

（UASB）净化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节能与环保》上已出刊《原位

光催化高级氧化陶瓷膜反应器应用于实际印

染废水的探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10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4
具有最优代数免疫度的布尔

函数构造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

《Constructing even-variable RSBFs with higher
nonlinearity， optimal AI and almost optimal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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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11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5
基于双芯光纤的马赫增德尔

干涉型的气体折射率传感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hotonics》上已出刊

《Dual-Core Fiber-Based Interferometer for
Detection of Gas Refractive Index》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12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6
ACSL4 基因在拟穴青蟹卵

巢发育时期 HUFA急剧积累

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汕头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已用稿《拟穴青蟹卵巢发育时期不同组织的脂

肪酸组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13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7
道路交通伤害防制视域下自

动驾驶的伦理和立法初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伤害医学》上已出刊《道路交

通安全视角下自动驾驶的潜在风险与受益》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伤害医学》上已出刊《自行车

伤害研究进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14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8
广东大学生线上学习行为及

效果研究——基于在线视频

课程创新的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上已

出刊《广东大学生线上学习行为及效果研究

——基于在线视频课程创新的思考》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15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29
在线健康社区患者的个人信

息披露行为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医学信息学杂志》上已出刊《在

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影响因素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216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30
当前高校医德教育途径和实

效性的调查和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继续教育研究》上已出刊《中

国医学生医德教育模式创新进展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17 汕头大学 pdjh2020b0231
潮汕地区女性创业群体特征

与创业形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上已出刊《家庭支持与女性创业机会开

发的关系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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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a0232
基于步行指数和城市景观格

局的步行性优化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资源科学》上已出刊

《基于步行指数与人口空间格局的城市健康

资源公平性——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地理信息世界》上已出刊《城

市步行适宜性的综合评价及空间异质性——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2019 年“新时代、新作为——立志修身博学

报国”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省三等奖；

审核通过

219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a0233
中国海洋经济技术进步偏向

的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探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上

已用稿《均值－CVaR 模型的稳健构建方法及

其比较研究》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统计与决策》上已出

刊《稳健 ARMA-TGARCH 控制图的构建及应

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20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a0235

基于“三生空间”对广东省新

农村特色小镇振兴发展路径

探究——以广东省蕉岭县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特区经济》上已出刊《基于“三
生空间”理念的蕉岭县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基
于“三生空间”的乡村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
以蕉岭县为例》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2021 年广东财经大学第十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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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36
基于磁场传感器运用地磁匹

配算法进行飞行器导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陕西电子》上已用稿《基于

MI 地磁传感器的低成本惯性组合导航装置设

计》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222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37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机制创新

及其经济生态效应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市场周刊》上已出刊《政府规

制背景下海洋渔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分

析—基于 Baron-Myerson 模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23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38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光伏扶贫

投入产出分析及优化路径研

究——以广西蒙山县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上已出

刊《乡村振兴视角下光伏扶贫研究——基于 M
县的实证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24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39
区块链技术对于票据的应用

落地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科技》上已出刊《大数据

审计前沿介绍》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25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1
基于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下根

子镇的“双创”发展路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用稿《基于休

闲农业发展模式下根子镇的“双创”发展路径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26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2
中国庆典题材的红色文化研

究——基于多模态隐喻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学教育》上已出刊《应用语

言学——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入门书籍》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中国红色文化宣传片的多模态隐喻研究

——以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例》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27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3
国学英译的文化再现——

《论语》英语漫画的多模态

对比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湖南师范大学》上已出刊《“天
人合一”思想在《论语》漫画中的再现——基

于新视觉语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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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4
传统文化的创造与再生产

——以“王老吉”案件为中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品牌研究》上已出刊《非物质

文化遗产构建区域品牌的路径研究——以“广
东凉茶”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29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5
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法理基础

与中国化进路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论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法学性质：基

于发展权视角展开》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30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6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机制

研究——兼论《粤港澳仲裁

调解联盟争议解决规则》的

完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情》上已出刊《粤港澳大湾

区商事调解机制研究——兼论《粤港澳仲 裁

调解联盟争议解决规则》的完善》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31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7
PPP 模式下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之法制建构——基于

广州市海珠区的实证考察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消费导刊》上已出刊《PPP 模

式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之法制建构——
基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实证考察》论文 1 篇；

2. 第十二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暨第

五届法律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232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8

集团公司分拆科技创新板块

上市的激励与绩效研究

——基于 A股调研与香港联

交所的典型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上海财经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企业研发创新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信

号传递理论的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33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9
大数据画像技术在多边平台

用户精准匹配中的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改革与开放》上已出刊《多边

平台用户匹配中大数据画像的应用模式探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34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50
粤港澳大湾区康养旅游市场

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用稿《粤港

澳大湾区旅游业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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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51
数字经济下的 IT 用户建言

行为前因模型实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lligent Computing， Communication and
Devices， Proceedings of ICCD 2019》上已出

刊《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of
Enterprise IS Users' Voice Behavior Based on
the Work Behavior Theory》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2021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Model Engineering (ICEMME)》上已用稿《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about
Conscientiousness Based on CiteSpace》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36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a0252
纳米杂化 MOF 为载体的顺

铂及小干扰 RNA 的体系构

建与定向缓释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已出刊《A multifunctional aminated
UiO-67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ntitumor cytotoxicity through bimodal drug
deliver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37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a0253
环状RNA circ_0028697通过

竞争性内源 RNA 作用影响

鼻咽癌进展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上已出刊《Roles of
enhancer RNAs in sex hormone-dependent
cancers》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解剖学杂志》上已出刊

《circ-ITCH/miR-224-5p/MafF axis reg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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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a0255
ADSCs 调控 ERK1/2、

PI3K/Akt 自噬通路改善衰老

LCs 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上已出刊《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Acori Graminei Rhizoma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上已出刊

《PPARs 信号通路参与肠道菌群和棕色脂肪

组织的代谢调控肥胖》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广东医科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脂肪干细胞对模式动物精子生成及其活性

改变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广东医科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针刺通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激活受体调

节白色脂肪棕色化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5. 在核心期刊《中国免疫学杂志》上已用稿《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中脂肪干细胞的差异表达基

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论文 1 篇；

6. 在普通期刊《广东医科大学学报》上已用稿

《脂肪干细胞外泌体功能研究进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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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57
一种低成本可商业化盒装免

疫组化 PAP 笔的制备和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上已出刊《Inhibition of LncRNA
Vof-16 expression promotes nerve regeneration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425326.3；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40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58
基于高分辨率溶解曲线技术

的诺如病毒敏感检测方法研

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ging-US》上已出刊《S100B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100B level and Alzheimer’s disease risk by
altering the miRNA binding capacity》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医科大学学报》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二甲双胍通过 microRNAs
差异表达促进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

的研究》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41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59
新型纳米纤维敷料的研制及

其用于难愈皮肤创面修复的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

《Enhanced wound healing in diabetic mice by
hyaluronan/chitosan multilayer-coated PLLA
nanofibrous mats with sustained release of
insulin》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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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0
增氧协同的杂交蛋白－咪唑

类基声敏剂纳米体系的构建

及抗肿瘤活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已出刊《A multifunctional aminated
UiO-67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ntitumor cytotoxicity through
bimodal drug delivery》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Biomaterials》上已出刊

《Noninvasively immunogenic sonodynamic
therapy with manganese protoporphyrin
liposomes against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43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1

组蛋白乙酰化介导的

PTENP1 表达异常在纳米银

诱导人肝细胞自噬过程中的

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oxicology Letters》上已出

刊《Up-regulation of DNMT3b contributes to
HOTAIRM1 silencing via DNA
hypermethylation in cells transformed by
long-term exposure to hydroquinone and workers
exposed to benzene》论文 1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Journal of biochemical
and molecular toxicology》上已出刊《The
DNMT1-associated lncRNA UCA1 was
upregulated in TK6 cells transformed by
long-term exposure to hydroquinone and
benzene-exposed workers via DNA
hypomethylation》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Toxicology in vitro》上未投

稿或未录用（在审或返修）《The increased
DNMT1 is involved in nano silver caused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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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phagic cell death of LO2 cells》论文 1 篇;

244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2

靶向肿瘤微环境的姜黄素纳

米颗粒通过调节自噬和焦亡

来改善光动力学杀伤治疗肝

癌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上

已出刊《基于肿瘤细胞膜的仿生纳米药物投递

系统研究进展》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245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3
miRNA-615 调控 ENSCs 定
向分化促进脊髓损伤修复的

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省生理学会 2019－2020
年学术年会》上已出刊《LncRNA Vof-16
exacerbates spinal cord injury by promoting
neuro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in rat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上已出刊《Inhibition of LncRNA
Vof-16 expression promotes nerve regeneration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46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4
细胞特异性 Trim21 在哮喘

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上已出刊《Berberine-Loaded Biomimetic
Nanoparticles Attenuate Inflammation of
Experimental Allergic Asthma via Enhancing
IL-12 Expression》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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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5
多重刺激响应型超支化胶束

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Russian Journal of
Coordination Chemistry》上已出刊《Two New
3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Constructed by
Polycarboxylate and N-Donor Ligands： Crystal
Structur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s， and
DFT Calcula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Dalton Transactions》上已

出刊《Recent advances in MOF-based
nanoplatforms generating reactive species for
chemodynamic therap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48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7
靶向卟啉金属有机骨架的设

计合成及其抗肿瘤活性的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Dalton Trans》上已出刊《Recent
advances in MOF-based nanoplatforms
generating reactive species for chemodynamic
therapy》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49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8
副干酪乳杆菌上调多胺代谢

调节巨噬细胞分化抑制溃疡

性 结肠炎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已出刊《Lactobacillus paracasei R3
protects against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induced colitis in mice via regulating
Th17/Treg cell balance》论文 1 篇；

2.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

验设计论坛：优秀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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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9
广东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

机制优化研究——以调解组

织模式比较为中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卫生法制》上已用稿《医

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基

于广东省三种典型模式的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卫生资源》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来自我国

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启示》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广东医科大学 2021 年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奖；

审核通过

251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a0270 水下作业特种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255160. 1；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069576. X；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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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a0271
磁性 Janus 粒子的可控制备

及其对水中微油滴的捕捉与

分离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Facile
fabrication of compressible， magnetic and
superhydrophobic poly(DVB-MMA) sponge for
high-efficiency oil–water separa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Royal of Society of
Chemistry》上已出刊《Fabrication of
hydrophobic NiFe2O4@poly(DVB– LMA)
sponge via a Pickering emulsion template
method for oil/water separation》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89091.7；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253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2
一种多节拼接式船底清污器

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 1
0686507.X；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1 1
0161702.8；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311599.6；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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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3 一体化智慧养殖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421491.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422313.0；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16371；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8.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9. 2019 年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

奖；

10.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255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4
基于深度学习及嵌入式视觉

系统的球场收球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机械》上已出刊《基于深

度学习及嵌入式视觉系统的球童机器人》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879836.7；
3. 广东省工科大学生实验综合技能竞赛：一等

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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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5
基于车联网的汽车辅助驾驶

和安全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432404；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432402；
3.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57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6

基于 LCST型离子液体/低共

熔溶剂/水体系从雨生红球

藻中一步法提取天然虾青素

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食品学报》上已出刊

《LCST型离子液体－盐双水相体系提取虾青

素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化工学报》上已出刊《热可逆

离子液体_低共熔溶剂双水相体系的相行为及

理化特性研究》论文 1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334846.1；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58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8
基于 EMD 方法的广东省港

口吞吐量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水运报》上已出刊《于

EMD 方法的湛江港货物吞吐量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水运报》上已出刊《基于

EMD 方法的深圳港港口吞吐量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59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80
藻源β－葡聚糖对热应激肉

鸡肠道屏障功能的调控作用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oultry Science》上已出刊

《Algae-derived polysaccharides
supplementation ameliorates heat stress-induced
impairment of bursa of Fabricius via momulating
NF-kB signaling pathway in broiler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60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81
基于低场核磁共振技术研究

高密度CO2诱导虾肉糜形成

凝胶过程中水分迁移的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与发酵工业》上已用稿《高

密度 CO2 溶解和扩散方式对虾肉糜凝胶品质

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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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82
乡村振兴视角下特色农业发

展模式探究——以廉江红橙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业与技术》上已出刊《聚焦

产学研，创新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廉江红橙

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业》上已出刊《廉江红

橙产业发展模式探讨》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合作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新

时代直播带货助力特色农业脱贫新模式》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岭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的理论及其实践

研究》论文 1篇；

5. 在核心期刊《农业经济》上已出刊《农业现

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和路径探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62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83
基于 SEM 模型的农户农地

转出行为决策机理研究—基

于广东省的调查数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合作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农

地经营规模与农地流转研究综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业科学》上已出刊《农

林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型

思路》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特区经济》上已出刊《反贫困

进程中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综述与展望》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263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84

乡村振兴视角下广东农村拆

旧复垦的实践困境、内在机

理及路径研究－基于梅州平

远县的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合作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乡

村拆旧复垦实践困境与破解》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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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a0285
一种用于升降横移智能立体

停车库充电桩的自动上电装

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598244.6；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029167；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2020 年“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校级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26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86
履带式农业机器人果园导航

定位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业工程》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面向室内养殖场的机器人自主导航技

术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110121783.9；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110061762.2；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206200；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2021“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优秀奖；

7.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26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87
智能长者之家——开创养老

安全看护新时代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以人工智能系统为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探究》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2019 年“创客广东”【大数据】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2019年“创客广东”【大数据】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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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88
复合生防菌剂缓解西瓜连作

障碍技术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东农业科学》上已出刊《生

防菌组合防控精品西瓜枯萎病的效果初探》论

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68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89
一种混合流 Fenton/BFB 一

体化耦合处理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Research》上

已出刊《Advanced treatment of dye wastewater
using a novel integrative
Fenton-like/MnO2-filled upward flow biological
filter bed system equipped with modified
ceramsite》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69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0
水稻种子活力相关性状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江苏农业科学》上已用稿《水

稻种子活力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进展》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7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1
一系列富含β－胡萝卜素鸡

尾酒奶茶的工艺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已出刊
《 一系列富含β－胡萝卜素的鸡尾酒奶茶工
艺优化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食品安全与质量检测学报》上
已出刊《热裂解衍生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
谱法快速测定食品中维生素 A》论文 1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110106128.6；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2021 年“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优秀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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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2
柴胡皂苷 d 对石斑鱼脂肪肝

的保护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

《Protective role of Saikosaponin d in
D-galactosamine and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liver injury in hybrid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论

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用稿

《Saikosaponin d Alleviates High-Fat-Diet
Induced Hepatic Steatosis in Hybrid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by targeting AMPK/PPARα
Pathwa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7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3
微塑料在土壤－植物系统中

迁移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Environmental Pollution》上已

出刊《Red mud based passivator reduced Cd
accumulation in edible amaranth by influencing
root organic matter metabolism and soil
aggregate distribution》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Toxic
effects of differentially charged microplastics on
plants were more determined by the types of
surface functional groups than just their
accumulation contents》论文 1篇；

3. “哈希”第十六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华

南赛区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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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4
膳食类黄酮对肉制品中 PhIP

生成的抑制机理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已出刊《不

同食品基质中杂环胺的检测技术研究进展》论

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上已

出刊《天然抗氧化物质对肉制品中杂环胺生成

的影响》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肉类研究》上已出刊《热加工

肉制品中杂环胺的分析检测技术研究进展》论

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上已

出刊《烹调方式对不同肉及其制品中杂环胺的

影响概述》论文 1篇；

5. 在核心期刊《食品工业科技》上已出刊《鸡

的品种和蒸煮次数对白切鸡卤水的营养成分

和风味影响研究》论文 1 篇；

6. 在 SCI/EI 期刊《Food Chemistry》上已出刊

《High-throughput quantification of eighteen
heterocyclic aromatic amines in roasted and
pan-fried meat on the basis of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orbitrap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论文 1 篇；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27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5
华南地区花境景观的植物选

择与应用研究－以深圳市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园林》上已出刊《深圳前

海道路绿地花境植物应用调查》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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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三等奖；

3. 2021 年“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一等奖；

27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6
传统文化融入文创设计的调

查研究——以广府民间艺术

与广州旅游文创设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出刊《基于广

府民间艺术的广州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研究》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湖南包装》上已出刊《仲恺农

业工程学院包装工程专业学生作品选》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2021 年“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27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pdjh2020b0297

农村社会工作中村居与社工

机构的治理模式研究——以

西樵镇 32 个村居和 16 个社

工机构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乡镇政府社会服务中项目制的运行

研究——基于佛山市 C 镇的调查》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2021 年“挑战杯”仲园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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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a0298
基于 3D 打印制备自带气囊

的新型胃漂浮缓释给药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药房》上已出刊《3D打

印在药物递送领域的应用进展》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上已出刊《Preparation of
clarithromycin floating core-shell systems (CSS)
using》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AAPS PharmSciTech》上已

出刊《Preparation of High-Drug-Loaded
Clarithromycin Gastric-Floating》论文 1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6620；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3413；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6445；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7248；
1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三等奖；

1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东省分赛：国赛铜奖；

13. 制作实物 3 份；

审核通过

278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a0299
基于介孔陶瓷的负载型卡宾

催化剂体系设计及其在药物

分子合成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上已出刊《Cu-catalyzed
cross-coupling of methyl ketones and
pyridin-2-amines for the synthesis of
N-(2-pyridyl)-α-ketoamid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 103 -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279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1
富氮纳米碳微球对胰岛素的

释放评价及控制增长优化设

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80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2
基于纳米酶双催化策略快速

检测中药中玉米赤霉烯酮毒

素的高灵敏免疫试剂盒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分析试验室》上已出刊《高

灵敏光学和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在真菌毒素

快速检测中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81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3
一体化微流控多相层流电泳

芯片对肉鸡中磺胺类兽药残

留的快速、高灵敏检测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369532.0；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82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4
胰岛素口服碳纳米管降糖制

剂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基于介孔碳纳米粒包载胰岛素实现口服递

药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昼夜节律－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激素轴

对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影响》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83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6
蒲桃壳中三萜类成分激活

AMPKα改善胰岛素抵抗的

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成药》上已用稿《蒲桃壳化

学成分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响应面优化蒲桃籽黄酮的提取工

艺及其抗氧化活性 》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食品工业科技》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响应面优化蒲桃籽中三萜类化合

物的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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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普通期刊《广东药科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蒲桃壳乙酸乙酯部位化学成分研究》论文 1
篇；

284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7
基于肠道微生物

—SCFAs—T1DM 理论的白

簕中性多糖降糖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海峡药学》上已用稿《白簕多

糖对 1 型糖尿病小鼠短链脂肪酸、炎症因子及

紧密连接蛋白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上已用稿

《白簕中性多糖对 2型糖尿病小鼠糖脂代谢的

作用》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出刊《顶空气

相法测定小鼠粪便短链脂肪酸》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85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10
基于 CoDA 框架的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模式及影响因素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上

已出刊《大学生日常行为活动对焦虑影响的成

分等时替代模型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86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11
6-18 岁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

和久坐与身体素质的关联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上已出刊《The mediating and
interacting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r between diabetes and depression in
people with obesity in United Stat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87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12
《广州市医养结合老年护理

服务需求及标准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饮食保健》上已出刊《养老机

构失能老人护理需求评价工具的研究现况》论

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

志》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消化内镜感染

现状及其预防措施研究进展》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Urology》上未录用（在审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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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返修）《Prevalence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Nursing H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ata-analysis》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236495.9；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65367.0；
6. 2021 年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

照护分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288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13

分级诊疗的破与立——基于

医联体医务人员流动现状与

优化的博弈策略选择的调查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上已出刊

《广州市医疗联合体建设的实践与启示》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89 星海音乐学院 pdjh2020b0314
葫芦笙的源流考据及其在当

代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运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上已用稿《葫芦笙的源流考据及其在

当代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运用》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90 星海音乐学院 pdjh2020b0315

木偶戏该“何去何从”？
——国家非遗“潮州铁枝木

偶戏”传承与发展之采集调

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出刊《流

失中的“潮州铁枝木偶戏”抢救与传承对策研究

———以“大吴泥塑”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291 星海音乐学院 pdjh2020b0316
《深圳地区农民工子弟在小

学阶段受舞蹈美育教育的影

响》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学习与科普·知与学》上已出

刊《深圳农民工子女小学阶段舞蹈教育发展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92 星海音乐学院 pdjh2020b0317
《广州市校外少儿舞蹈培训

机构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广州市

校外少儿舞蹈培训机构教育的现状与思考》论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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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文 1篇；

293 广州美术学院 pdjh2020b0318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非遗使

者计划”－－广东乡村非遗

传统文化介入城市艺术教育

课程的应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长江丛刊》上已出刊《基于非

遗工艺介入艺术教育课程的大学生专创融合

教育实践平台研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 广州美术学院第七届“互联网+”：一等奖；

审核通过

294 广州美术学院 pdjh2020b0319

从视觉到味觉艺术通感建立

的路径探索——以西方油画

鉴赏与葡萄酒品鉴为实验角

度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花溪》上已出刊《从视觉到味

觉艺术通感建立的路径探索——以西方油画

鉴赏与葡萄酒品鉴为实验角度》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295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0
繁星闪烁——自闭症儿童成

长服务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加速康复外科杂志》上已出刊

《自闭症儿童干预治疗中的信息需求分析》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安徽体育科技杂志》上已出刊

《针对自闭儿康复干预的信息传播策略研究》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声屏世界杂志》上已出刊《自

闭症患儿家属媒体接触行为研究》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新媒体研究杂志》上已出刊《健

康传播视域下自闭儿家属育儿信息寻求意愿

研究》论文 1篇；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74438；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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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州体育学院 2020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大赛：二等奖；

296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1
一种新型体育舞蹈的训练辅

助装置－压腿训练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科技投资》上已出刊《高

校体育舞蹈形体教学中体态美的有效训练研

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教育教学》上已出刊《探讨大

学生体育舞蹈教学中的美感训练》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新纪实·学校音体美》上已出

刊《体育舞蹈专项体能训练的价值取向与实施

策略》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新纪实·学校音体美》上已出

刊《小学体育舞蹈科学训练方法漫谈》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828274.4；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297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2
冷刺激和运动诱导下，

12,13-DiHOME 对机体脂代

谢的调节作用探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已出刊

《低温下运动对肥胖大鼠白色脂肪棕色化及

相关调节因子表达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上已出刊

《低温运动干预肥胖大鼠的脂肪组织类型及

功能改变》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

文》上已用稿《低温运动对肥胖大鼠棕色脂肪

12，13-DiHOME 合成及脂肪酸转运调节影响

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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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3
低温运动对治疗肥胖诱导的

胰岛素抵抗及相关机制的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科技》上已出刊《低

温和运动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肥胖性胰岛素抵

抗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

文》上已用稿《两种温度环境下运动对相同能

量摄入肥胖性 IR 大鼠胰岛素敏感性、血糖及

血脂影响效应的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生命科学》上已出刊《运动、

冷暴露与饮食通过 ANGPTL3-4-8 模型调控血

脂代谢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299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4
自闭症男性青少年心血管健

康影响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天地》上已出刊《自闭症

人群心血管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上已用稿

《运动疗法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肌电特

征影响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00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5
购买希望：广州市城镇家庭

青少年课外体育培训消费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广州市

家庭青少年课外体育培训消费实证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01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6
国外单位体育发展下我国单

位体育的理性回归与创新模

式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研究》上已出刊《国外单

位体育发展下我国单位体育的理性回归与创

新模式》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体育科技文献通报》上已出刊

《论初中进行体育选项课的探索性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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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7
广东省消防员体能训练过程

监控系统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运动－休闲》上已出刊《广东

省消防员军事体能训练过程监控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03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b0328
体力活动对学生视疲劳影响

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校医》上已出刊《中小学

生视疲劳发生及其风险因素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0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0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路灯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上已

出刊《智慧路灯雨水收集与调控策略研究》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职教通讯》上已出刊《循环加

强体验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以中职学校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教学为例》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机械制造》上已出刊《工业机

器人轴承座薄壁孔的铣削加工工艺》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职业教育研究》上已出刊《1+X
证书制度下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创新培养研究》

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上已

出刊《工业机器人机械臂加强装置优化设计研

究》论文 1 篇；

6. 在普通期刊《广州航海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电子节气门多滑模面高精度开度控制》论文

1 篇；

7. 在普通期刊《职业教育研究》上已出刊《基

于 STEAM 教育的中职“工业机器人技术”课程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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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研究》论文 1篇；

8. 在普通期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上已

出刊《 贮液缸液位系统双模糊 PID控制研究》

论文 1 篇；

9.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出刊《工业机

器人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论文 1 篇；

10. 在核心期刊《现代制造工程》上已出刊《轴

承外圈多工序加工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系统设

计及应用》论文 1篇；

11. 在核心期刊《中国造纸》上已出刊《宽幅

高速纸机刮刀座绿色制造技术研究》论文 1篇；

1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107698.8；
1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1463167.6；
1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US 10774856 B2；
15. 全国大学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
战赛：省级三等奖；

16. 制作实物 1 份；

305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1
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空气

弹簧隔振脚垫力学性能匹配

试验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云南化工》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橡胶空气弹簧

隔振脚垫匹配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72938.9；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64438.0；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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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323008.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95681.9；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72951.4；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97882. 2；
8. 制作实物 1份；

306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2
基于深度学习的垂直类爬虫

检测与反爬虫技术研究与实

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 IEEE Access》上已出刊

《Intrusion Detection of Imbalanced Network
Traffic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Hindawi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上已出刊《Deep
Learning-Based Network Security Data
Sampling and Anomaly Prediction in Future
Network》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081322.2；
6. 广州地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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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3

面向石化机组故障诊断的相

关系数与深度学习理论智能

复合故障诊断方法与技术攻

关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Access》上已出刊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Encoding
Time Series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上已出刊《Application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Data
Preprocessing by Mutual Dimensionless and
Similar Gram Matrix in Fault Diagnosis》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30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5

行政还是自治：乡村振兴背

景下村级治理向何处去？－

－广东省村民自治制度实施

现状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我

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演进、困境与路径》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30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36
基于可调频式的磁性阻尼动

力吸振器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编号 202023055666.
7；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3056637.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3056603.3；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第五届汽车与电子农机环保大赛：优秀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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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37
基于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的隧

道节能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31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38
基于 BIM 和 NB-IoT的智能

配电房运维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基于

NB-IoT 和异或加密算法的电力终端监测系统
设 计》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1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39
一种基于 YOLO-v3 与

CE-Net 的角膜－虹膜分割

系统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上已

出刊《融合迁移学习和特征金字塔网络的视盘

分割》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13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0
基于“区块链+物联网”的农

产品溯源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移动信息》上已出刊《基于区

块链和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溯源体系设计研

究》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19SR1251518；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19SR1258473；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19SR1252026；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19SR1252588；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7.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分赛：省级银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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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1
基于药品成分冲突的安全购

药服务机器人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079309；
4.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315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2
周期与随机纳米形貌对 LED

光提取效率影响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MDPI）》上已出刊《Lattice
Constant Effect on Diffracted Transmission of
ITO Periodic Nanostructure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ight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Light-Emitting Diode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 212907774
U；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16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4
基于人工电磁结构的透明超

宽带微波吸波结构设计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SCI/EI期刊《Wiley》上已出刊《Modul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Spectra of the Double-Ring
Structure by Surface Plasmonic Polariton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17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5
面向智慧农业的资源环境精

准监测与智能决策平台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ectronics》上已出刊《A
Review of Plant Phenotypic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1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6
乡村振兴计划之农电商发展

现状及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文汇》上已出刊《探索乡

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学生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

创新路径－－基于校企合作协同“互联网+精
准扶贫”背景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改革与开放》上已出刊《乡村

振兴背景下高校学生助力县域农产品上行的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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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析－－以广东省 G 高校创建 X 平台助

力粤北地区电商为例》论文 1 篇；

31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7
互联网+时代下广东乡镇地

区儿童预防接种工作进一步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推动中

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

广东城镇地区 2474 份有效问卷的实证调研》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2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8
新时代强化基层党建背景下

大学生政治意识培育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上已

出刊《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深化城市民族关系

路径研究——以广州市社区“民族之家”为例》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新媒体

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路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2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9
文化自信视域下广东高校传

承传统手工技艺与创造性转

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兰州日报社》上已出刊《高校

传承与创新传统手工技艺的自觉路径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322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a0350
基于物联网的养老社区健康

数据采集跟踪监管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字化用户》上已出刊《基于

物联网的健康数据采集跟踪监管平台》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591482.8；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776820；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2021 年岭南师范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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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a0351
槟榔碱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生理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ropic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上已出刊《Arecoline
induces dual modulation of blood pressure in rat，
including an initial downregulation and a
subsequent upregula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
上已出刊《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arecoline induces biphasic modulations in blood
pressure in anaesthetized rat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Molecular Neurobiology》
上已出刊《Ventral tegmental area dysfunction
and disruption of dopaminergic homeostasis：
Implication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714224.3；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916506.1；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8.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岭南师范学院赛道：银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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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a0352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留守老人生命故事的访

谈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Current care
services for the left-behind elderly》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岭南师范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325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55
IH 电磁加热控制技术优化

研究及其应用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784692.5；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26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56 婴幼儿智能防触电插座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码设计》上已出刊《智能防

触电插座》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27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57
基于物联网络的智慧垃圾箱

管理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基于

物联网络的城市垃圾箱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28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58 芯视界——极光半导科技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2.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329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59
量子点 LED 器件的制备、性

能分析及其在甘蔗组培上的

应用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上已出刊《Cation exchange assisted synthesis of
ZnCdSe/ ZnSe quantum dots with narrow
emission line widths and near-unity
photoluminescence quantum yields》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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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0
ZnS量子点/TiO2 纳米管/泡
沫 Ni 三维结构复合材料的

制备与光诱导气敏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 Elsevier Science》上已出

刊《Highly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room-temperature NO2 gas sensor based on
novel Fe2O3 nanorings/reduced graphene oxide
heterojunction nanocomposites》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810244687.1；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0017393.x；

审核通过

331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1
几类复杂生物动力学系统的

建模与分析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上已出刊《一类差分方程的动力学性质》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上已出刊《具有垂直传染的 SIS 传染病

模型的稳定性及分岔分析》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332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2
黑洞的焦耳－汤姆逊膨胀现

象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上已出刊《Corrections to Hawking
radiation and Bekenstein-Hawking entropy of
novel four-dimensional black holes in Gauss
Bonnet gravity》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Turkish Journal of Physics》
上已出刊《Tunneling radiation and quantum
entropy of a massive gravity black hole》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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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3
番木瓜 CpARF2 及其互作蛋

白调控果实采后成熟的机制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he Plant Journal》上已出

刊《CpARF2 and CpEIL1 interact to mediate
auxin–ethylene interaction and regulate fruit
ripening in papaya》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Plant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Medicago
truncatula Small auxin upregulated RNA
(SAUR) gene family uncover their roles in
nodule formation(1)》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

审核通过

334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4

高性能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氮、磷共掺杂碳纳米片包覆

过渡金属离子掺杂的硫化锌

量子点的原位合成及性能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ectrochimica Acta》上已

出刊《In-situ coupling SnS with nitrogen-doped
porous carbon for boosting Li-storage in
lithium-ion battery and capacitor》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Electrochimica Acta》上已

出刊《Nanoconfined ReS2 in biomass-derived
3D porous N-doped carbon architecture as anode
for stable lithium-ion storage》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岭南师范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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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5
湛江“广州湾”（1898-1945
年）时期历史建筑的保护与

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炎黄地理》上已出刊《“四水

归堂”思想下的广州湾民居建筑适应性探析一

以杨益三旧居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炎黄地理》上已出刊《官僚士

绅阶层的心态与审美下的广州湾时期建筑研

究－－以静园为例》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房地产世界》上已出刊《广州

湾时期历史建筑民居形制演变与比对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336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6
非遗雷剧影响力调研及其衍

生品的开发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上已用

稿《非遗雷剧影响力调研及其衍生品的开发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37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7
活化非遗传承 共建人文湾

区：基于粤剧发展模式的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学教育》上已用稿《浅析粤

剧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38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8

习近平全媒体讲话精神在广

东高校的传播与落实状况调

查研究——以 16 所广东高

校官微爱国主义教育为例的

实证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用稿《全媒体

时代高校官微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现状与路径

探析——以广东省 16 所高校官微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39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69
融合教育背景下粤西地区特

殊儿童随班就读质量调查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课程研究》上已出刊《融合

教育背景下随班就读学校家校合作的现状及

支持策略》论文 1篇；

2. 岭南师范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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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0
“随班就读”还是“随班就坐”
－广东省融合教育现况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岭南师范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341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1
基于可控流体涡旋的台风研

究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用稿《可控

流体涡旋及机器视觉》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大学物理实验》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可控流体涡旋的台风演示装

置》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342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2 海洋涡旋的模拟及 PIV 测量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学物理实验》上已出刊《海

洋涡旋的模拟及 PIV测量》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43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3
一种抗噬菌体的高产γ－氨

基丁酸短乳杆菌益生菌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与发酵工业》上已用稿《一

株短乳杆菌烈性噬菌体分离鉴定与生物学性

质》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44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4
基于重组酶聚合酶扩增与高

分辨熔解曲线技术快速鉴定

肉类品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ood Chemistry》上已用稿

《A visual method to detect meat adulteration by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combined with lateral flow dipstick》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45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5
潮州市自来水水源保护江段

的水环境浮游生物多样性及

其富营养化评价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水生态学杂志》上已用稿《广

东韩江潮州段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和水质

评价》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46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6
鬼针草提取物对食道癌的抑

制作用及其机理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已用稿

《鬼针草提取物对食道癌细胞的抑制作用及

其机理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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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7
基于镓硅酸盐体系的一种新

型、高效的黄光长余辉材料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
上已出刊《Ba2+ -driven site-selective
substitution of Mn2+ ions and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of Sr1−xBaxGa2Si2O8：Mn2+
phosphor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48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8
面向未来光电集成的硅基

CsPbBr3微米球复合结构的

制备与发光特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韩山师范学院》上已用稿《尺

寸可控CsPbBrx微球的制备及其光学特性的研

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349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79

《精准扶贫视域下乡村经济

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基

于潮州市狮峰村和赤水村的

比较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京师大文教》上已用稿《精

准扶贫视域下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

践——基于潮州市狮峰村和赤水村的比较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50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80
乡村振兴•驿道扶桑－－南

粤古驿道文化遗产活化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351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81
广东省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以粤

东地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电子版》上已用稿《广

东省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以粤东地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52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82
儿童性教育知识的课程开发

与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2.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科技：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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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韩山师范学院 pdjh2020b0383

网络热点舆情事件对大学生

价值观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基于 2015－2019 年网络热

点舆情事件的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闻传播》上已用稿《网络热

点舆情事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与对策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54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a0384
基于相变材料蓄能恒温功能

的冷热多用途车载冰箱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制冷》上已用稿《基于相变材

料蓄冷车载冰箱特性实验研究》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天加杯”第十四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

科技竞赛：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55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a0385
无量纲&频域在线石化装置

智能监测与诊断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基于边际属性重要度的属性权重确定方

法及应用》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426910.8；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a0386
5G全智能乙烯裂解炉云健

康监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21532812.2；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57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a0387
基于交联β－环糊精聚合物

的新型高效染料吸附剂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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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银奖；

35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88 自动开蚝机的设计与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制造》上已出刊《开蚝自

动生产线的设计》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59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89 高效便携的太阳能蒸馏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243903.3；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二等奖；

3. 茂名市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创新大赛：优秀

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60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0
高性能银基热界面材料的研

究与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US20210212243A1；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铜奖；

3.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

赛：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6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1
低成本油页岩灰渣陶粒支撑

剂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化工管理》上已出刊《改性支

撑剂技术在油田的应用》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6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2
边缘－云智能协同的计算迁

移策略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上已出刊《移动

边缘计算环境中面向机器学习的计算迁移策

略》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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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3
山间碳酸盐与陆源碎屑混积

模式研究－以新疆塔河油田

石炭系下统巴楚组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上已用稿《塔里木盆地塔河油田 4 区石炭系巴

楚组砂砾岩段混积环境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上已出刊

《塔河地区古生界下构造亚层构造样式及成

因》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64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5
一步构筑功能型多孔离子聚

合物用于二氧化碳捕集和仿

生催化转化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olecular Catalysis》上已

出刊《Bottom-up oriented synthesis of
metalloporphyrin-based porous ionic polymers
for the cycloaddition of CO2 to epoxides》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365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6
粤西地区当代大学生孝道观

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教资料》上已出刊《当代大

学生孝道观发展研究综述》论文 1 篇；

2. 未投稿《粤西地区当代大学生孝道观发展研

究调查报告》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6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7
基于互联网＋年例市场的调

研及产业运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品牌研究》上已出刊《基于“互
联网＋”年例市场的调研及产业运营——以粤

西地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67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8
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救

助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2021 年广东省教育调查大赛：优秀奖；

审核通过

36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9
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粤西

地区“乡村+设计”可行性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粤西“乡村+设计”可行性研究 ——
茂名市金塘镇牙象村乡村文化馆设计实践》论

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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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等奖；

3.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369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400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电子信

息行业供应链智慧化管理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物流与采购》上已出刊《基

于虚拟仿真的电子信息行业供应链智慧化管

理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70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1
基于用户信任网络实现 P2P
式的高校食堂外卖配送系统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Conference Series，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JPCS)》
上已出刊《Based on point-to-point Network
extended Credit Authentication Model》论文 1
篇；

2. 金融学院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二等奖；

审核通过

371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2
专项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

务使用效率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金融研究》上已出刊《LPR
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问题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特区经济》上已出刊《银行业

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2020 第十三届“认证杯”数学建模网络挑战

赛（一、二阶段）：三等奖、优秀奖；

审核通过

372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6
区块链在金融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文献计量的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今日财富》上已出刊《区块链

在金融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文献计量的视

角》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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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7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防贫减贫

效应评估及长效机制构建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金融经济学研究》上

已用稿《农村医疗保险能减少未来贫困吗？

——来自 CFPS2018 数据的证据》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社会工作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老年

贫困的效应分析——基于双重贫困视角》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74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8
网约车新政下行业效益影响

因素分析及管理对策——基

于广州市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界》上已出刊《网约车新政

下乘客满意度及需求分析——以广州市调研

数据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75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9
广东省城乡教育平衡性与协

调性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下一代》上已出刊《义务教育

发展探析——以广东省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76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10
大学生职业生涯适应的实证

研究及提升策略——基于社

会经济地位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职业探索：心

理资本的中介效应》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77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1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作困

境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

广东省“三清三拆三整治”的
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作困境与优

化路径研究——基于广东省“三清三拆三整治”
的调查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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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3
一种便携式水上救生单警装

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型工业化》上已出刊《新型

便携式水上救生快速反应装备研发及应用》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48162.X；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2020 年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创新奖；

5.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379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4
基于物联网的车载酒精检测

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看世界》上已出刊《基于物联

网的车载酒精检测装置的研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80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5
智能设备数据提取装置的研

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城镇建设》上已出刊《智能设

备数据提取装置的研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81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6
“便携式新型警用急救包”的

研制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便携

式新型警用急救包”的研制与应用》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82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7
无人机在交通执法领域的应

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车时代》上已出刊《无人机在

交通管理领域的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83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8
基于ETC大数据的车辆轨迹

路径识别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车时代》上已出刊《高速公路

ETC 路径识别的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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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19
3D打印技术仿制印章印文

特征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公安科技》上已出刊《3D
打印技术复制印章的印文特征初探》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公安科技》上已出刊《光

聚合成型 3D 打印技术复制印章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广东公安科技》上已出刊《不

同类型的 3D 打印技术仿制印章印文的特征研

究》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385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20
低空警用无人机在重点区域

巡防的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车时代》上已出刊《浅析警用

无人机在重点领域及重大活动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86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21
熔融沉积式 3D 打印技术仿

制印章的检验鉴别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新报·建筑科技信息》上

已出刊《关于熔融沉积式 3D打印技术仿制印

章印文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387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22
智慧公安警务研判对造成重

大社会影响的起始事件的预

警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智慧公

安警务研判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起始事件

的预警研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88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b0423
APP 使用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及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楚天法治》上已用稿《APP
使用中法律风险防范及其对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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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a0424
高亲和力氟乐灵单克隆抗体

的制备及酶联免疫检测试剂

盒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出刊《氟

乐灵抗体的制备及其酶联免疫分析方法的建

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农产品加工》上已出刊《食品

和环境中氟乐灵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创新类）；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90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a0425
偶氮基太阳能热燃料的设计

及其配合物的合成、结构与

性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人工晶体学报》上已出刊《一

维镉（II）配合物[Cd(H2ASA)2 (H2O)2 ]n 的合

成、晶体结构及光致变色性质》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化学试剂》上已用稿《偶氮基

双核钴配合物的合成、结构及光学性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9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26 工厂化养殖智能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4. 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创业大赛：项目创新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9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27
红蓝光双发射植物照明用

LED 灯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用稿《Mn4+
激活的 La2MgTiO6 红色荧光粉的合成与发光

性能探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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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28
快速检测有机磷农药的比率

型荧光传感器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科学》上已出刊《基于

MnO2 纳米片类氧化酶特性的有机磷农药荧光

分析方法建立》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食品科学》上已出刊《一种快

速检测 Hg2+的比率荧光传感器的构建》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现代食品》上已出刊《广州某

高校大学生对食品污染认知情况的调查研究》

论文 1 篇；

4.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组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394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29
可穿戴柔性“充电宝”的制作

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分析测试学报》上已出刊《方

波脉冲法制备 Cu2O@Cu/TiO2 三维阵列纳米

复合材料及其作为高灵敏无酶型葡萄糖传感

器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上已出

刊《Ni(OH)2/CC 柔性纳米复合电极材料的制

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的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上已用

稿《NiCo2O4/CC 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作

为无酶型葡萄糖传感器的研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用稿《柔性

CeS/CuCo2O4/CC 三维阵列材料的制备及其电

容性能的研究》论文 1篇；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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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0
微型化纳米生物 DNA 传感

器的研制及其对癌症标记物

microRNA 的检测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分析测试学报》上已出刊《基

于石墨烯纳米材料的 DNA 测序研究进展》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化学研究》上已出刊《基于新

型纳米传感材料的 ＤＮＡ 生物传感器的应

用》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化学与生物工程》上已出刊《石

墨烯量子点在生物传感器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0年“挑战杯.创青春”

大学生创业大赛计划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39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1
Ir（III）配合物对手性药物前

驱体的拆分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上已出刊《Thermodynamic Resolu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ecursor Modafinil Acid on the
Basis of Chiral-at-Metal Strateg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397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2
富边缘纳米 FeOOH 基复合

材料的电催化全解水性能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39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3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商务英

语人才能力需求分析——基

于广东外向型企业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上已出

刊《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商务英语人才能力需

求分析——基于广东外向型企业的调查》论文

1 篇；

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第二

届“青创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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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5

乡村振兴视阈下传统文化旅

游的发展路径及作用影响研

究——以南粤古驿道文旅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仓储管理与技术》上已出刊《乡

村振兴视阈下发展传统文化旅游的重要性及

发展路径研究——以南粤古驿道文旅为例》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400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6
广东地区家庭主妇幸福感的

相关调查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窗》上已出刊《新时期广

东地区家庭主妇幸福感的初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0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7
馆校合作视野下博物馆研学

调查研究——以广州地区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丝路》上已用稿《再造中华

民族的源头：北京猿人与西来说的互动关系

——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学教科书为

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广州文博》上已出刊《由物及

人：学校机体中的博物馆形态与社会识别》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40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8
以“教育小丑”为载体的小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教资料》上已出刊《以“教
育小丑”为载体的小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探

索》论文 1 篇；

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1 年“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1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403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9

“立德树人”的新模本——基

于广东十所高校“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立德

树人”案例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速读》上已出刊《“立德树人”
的新模本——基于广东十所高校“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的“立德树人”案例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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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0
可伸展式水下操作平台研究

与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一种基于 STM32 的可伸展式水下

机器人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810303660.5；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405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1
基于对多功能系列拉杆箱的

研究与制造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视界》上已出刊《基于多

功能拉杆箱的研究与制造》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06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2
船舶类大构件焊缝复合视觉

跟踪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Optics》上已出刊

《Towards automatic surface inspection for
S-PVC using a composite vision-based method》
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机床与液压》上已用稿《融合

动态窗与改进 RRT 的全位置机器人路径规划

算法研究》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舰船科学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北斗的船舶防污染监控系统》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1425073.4；
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1425092.7；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2492781.1；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2494647.5；
8.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9.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

金奖；

10.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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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3
服务于重度行动障碍患者的

智能型轮椅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州航海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基于轮椅新型坐面转换装置的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27411.6；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二等

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08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5
基于人体重心上下振动的背

包发电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2272948.3；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21148908.1；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本科生创意组－银奖；

5.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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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6
基于边缘计算的配电网运行

工况特征提取综合算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TAIC 2020》上已出刊

《Design of Fault Feature Extraction Algorithm
Model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Based on
Wavelet Entropy》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州航海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电力系统架空线路 故障

诊断方法》论文 1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1001299.1；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64673；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64675；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020422；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024856；

审核通过

410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7
一种新型海流能发电装置的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船舶工程》上已用稿《基于圆

柱受迫振动的新尾涡模式分析》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Shock and Vibration》上已

出刊《Prediction of the VIV Responses Based on
the Numerical Solutions of Controlled Motion》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机床与液压》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涡激振动钝体截面形状的水槽实验

研究》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739545.6；
5.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1SR0224420；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318771.1；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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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24714；
8.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13660.9；
9.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91177；
10.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与社会实践

学校选拔赛：三等奖；

411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8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航海类学

生国防安全意识的时代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珠江水运》上已出刊《提高航

海类学生国防安全意识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新一代》上已出刊《新时代“海
上枫桥”模式对航海类学生的教育意义》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珠江水运》上已出刊《新时代

背景下提高航海类学生国防安全意识的时代

意义》论文 1篇；

4. 2021 年广东高校易班技术创新作品征集活

动：三等奖；

审核通过

412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9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加快广

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金融》上已出刊《广州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展现状、问题及对

策》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13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50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海丝

文化”认知、影响因素及推广

路径研究一以广州市大学生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出刊《广

州市大学生“海丝文化”知信行现状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粤港澳

大湾区大学生中开展“海丝文化”教育的探索》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广东教育（职教）》上已出刊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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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大学生“海丝文化”认知现状、教育需

求及途径探索》论文 1篇；

414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51

高校共青团基于贫困地区儿

童的长期精准扶智模式探讨

——以广州航海学院“小螺

号计划”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上已出

刊《高校共青团基于贫困地区儿童的长期精准

扶智模式初探——以广州航海学院“小螺号计

划”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上已出

刊《论长期精准扶智工作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

示》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15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2
适用于地铁上盖超高层结构

的新型三维隔震支座的研发

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建筑结构》上已用稿《考虑桩

长的振动控制模型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建筑结构》上已用稿《考虑桩

长的非振动控制模型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建筑结构》上已用稿《试验结

果与数值计算对比验证研究》论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建筑结构》上已用稿《工程背

景与模型验证研究》论文 1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8.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9.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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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3
SERS传感器构建及用于水

环境孕激素检测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aterials Letters》上已出刊

《Spiny gold nanoparticles colloids as substrate
for sensing of methyl parathion based on
surfaced-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Communications》
上已出刊《Reconstruction of spinel Co3O4 by
inert Zn2+ towards enhanced oxygen catalytic
activity》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已出刊《Reproductive potential
of mosquitofish is reduced by the masculinizing
effect of a synthetic progesterone， gestodene：
Evidence from morphology， courtship
behaviour， ovary histology， sex hormones and
gene expressions》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已出刊《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ethinylestradiol and progesterone on
transcriptional expression of genes along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 thyroid axis in
embryonic zebrafish (Danio rerio)》论文 1 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广州大学第十七届“挑战杯”：校级二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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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4
都市小型立体农业的典型设

计与实践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环境工程》上已出刊《次生微

塑料食物暴露对土壤白符跳 Folsomia Candida
毒性的初步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779712.3；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026623.1；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748326.7；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校赛：三等奖；

8.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418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5
家蚕 BmToll9-2 受体基因功

能的研究和下游关键基因的

筛选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蚕业科学》上已出刊《家蚕碱

性核酸酶BmdsNase的原核表达和对dsRNA的

降解效果》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蚕业》上已出刊《家蚕幼

体体腔注射脂多糖和大肠杆菌对BmRelA基因

的影响》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蚕业》上已出刊《家蚕幼

虫BmMyD88基因对脂多糖和大肠杆菌的响应

表达》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广东蚕业》上已出刊《家蚕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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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 受体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5. 第十七届挑战杯：三等奖；

419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6
钴基尖晶石中 d 带中心的调

控在氧催化中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上已出刊《Filling the Charge–Discharge
Voltage Gap in Flexible Hybrid Zinc-Based
Batteries by Utilizing a Pseudocapacitive
Material》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420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7
玉米醇溶蛋白基胶体颗粒及

其 Pickering乳液的构建与输

送特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上已出刊《interactions and
complex stabilities of grape seed procyanidins
with zein hydrolysate》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carbohydrate polymers》上

未录用（在审或返修）《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Pickering emulsion
prepared by zein hydrolysate-chitin nanocrystals
complex》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the
self-assembled zein hydrolysate-curcumin
nanocomplex： improvement on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release of curcumin》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第十七届“挑战杯”作品竞赛校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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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8
BODIPY 类荧光探针的设计

合成及其次氯酸检测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alanta》上已出刊《A
near-infrared-emission aza-BODIPY-based
fluorescent probe for fast， selective， and
"turn-on" detection of HClO》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上已

出刊《A novel near-infrared-emitting
aza-boron-dipyrromethene-based remarkable
fluorescent probe for Hg2+ in living cells》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Dyes and Pigments》上已出

刊《A remarkable colorimetric probe for
fluorescent ratiometric and ON-OFF
discriminative detection of Hg2+ and Cu2+ by
double-channel imaging in living cell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22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60
建筑废弃物减量化影响机理

及动态仿真研究——以广州

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上已出刊《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truction waste reductio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论文 1
篇;
2. 在 SCI/EI期刊《Sustainability》上已出刊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Demolition Waste Based
on LCA and LCC》论文 1篇;
3. 在 SCI/EI期刊《Sustainable Energy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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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and Assessments》上已出刊《A
model for analyz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treatment costs of construction waste》论文 1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5.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423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1
装配式钢框架减震墙板结构

抗震性能与设计方法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上已出刊《Seismic performance
of semi-rigid steel frame infilled with
prefabricated damping wall panels》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537625.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09592.7；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543840.6；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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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2
基于脑电波和强化 AI 技术

的疼痛治疗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An Auxiliary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Destructive Pest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band Networking》上

已出刊《Research on NAT Travers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MQTT》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Neuroscience》上已出刊

《Learning Spatial-Spectral-Temporal EEG
Representations with Deep Attentive-Recur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Pain
Intensity Assessment》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A Data Mining
System for Potential Customers Based on
One-Class Support Vector Machine》论文 1 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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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3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疾病动

态预警及实时诊疗支持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上已出刊《Self-correcting error-based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analysis of economic impact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985633.3；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37810.5；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110332902.5；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010379766.0；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广州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26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4
新型抗菌防细菌黏附材料的

研发与推广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上已出刊

《Controllable antibacterial and bacterially
anti-adhesive surface fabricated by a bio-inspired
beetle-like macromolecule》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上已出刊《Difference and association
of antibacterial and bacterial anti-adhesive
performances between smart Ag/AgCl/TiO2
composite surfaces with switchable wettability》
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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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5
一种以城市污泥为原料制作

筑路矿渣的方法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给水排水》上已出刊《硫

粉颗粒粒径对生物沥浸河道底泥脱水的影响》

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水处理技术》上已出刊《能源

物质对生物淋滤河道底泥深度脱水的影响》论

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含

固率对生物浸取河道底泥深度脱水的影响》论

文 1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校赛决赛：创意组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28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6
淀粉基导电材料的制备及其

应用于传感器件的探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上已出刊

《Facile Preparation of Eco-Friendly， Flexible
Starch-Based Materials with Ionic Conductivity
and Strain-Responsivenes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196662.6；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广州

大学校赛：特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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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7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浮游植物

对富营养化和重金属镉的响

应特征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已出刊《Adaptation of a marine
diatom to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warming
reveals constraints and trade-off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上已出刊《Lipid Remodeling Reveals the
Adaptations of a Marine Diatom to Ocean
Acidification》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上已出刊《Light alters the responses
of two marine diatoms to increased warming》论

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New Phytologist》上已出刊

《A reduction in metabolism explains the
trade-offs associated with the long-term
adaptation of phytoplankton to high CO2
concentrations》论文 1篇；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第十七届“挑战杯”广州大学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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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8
基于水体污染控制的光热协

同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器件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cience of Advanced
Materials》上已出刊《Synthesis of Bi2MoO6
/BiOI Composites for Visible Light Drive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organic Chemistry
Communications》上已出刊《Synthesis visible
photocatalyst carbon/BiOI and its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activity》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Research》上

已出刊《Bi3TaO7/Ti3C2 heterojunctions for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removal of water-borne
contaminant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31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69
氮掺杂空心碳基 Co9S8阴极

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上已用稿《Atomic modulation of Fe-Co
pentlandite coupled with nitrogen-doped carbon
sphere for boosting oxygen cat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32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0
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纳米片

基储锂/钠材料的设计合成

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Surface Science》
上已出刊《Two-dimensional carbon-coated
CoS2 nanoplatelets issued from a novel
Co(OH)(OCH3) precursor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上已出刊《A novel synthetic
strategy towards NaCl-type NixCo1-xO solid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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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nanoplatelets encapsulated in N-doped
carbon for enhanced lithium-ion storage》论文 1
篇；

3. 第十七届“挑战杯”广州大学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433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1
基于复合凝聚颗粒的多层包

埋载体的构建及控释特性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LWT -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已出刊《A novel complex
coacervate formed by gliadin and sodium
alginate_ Relationship to encapsulation and
controlled release properti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LWT -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已出刊《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oy protein
isolate-chitin nanofibers complex gel The role of
high-pressure homogenization》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Innovative Food Sci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上已出刊《Soy
protein-polysaccharide complex coacervate
under physical treatment Effects of pH， ionic
strength and polysaccharide type》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434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

新网络格局与多维邻近性成

因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科学》上已出刊《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

近性成因》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35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3
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城市融入模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教学论坛》上已出刊《随

迁子女教育均等化教育教学探讨研究——以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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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探索 学术论文 珠三角地区推进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为例》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出刊

《随迁子女城市文化融入的实践探索》论文 1
篇；

436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4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研究——基于广东省

16 所高校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与行》上已出刊《试论传承

红色基因与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教育观察》上已出刊《红色基

因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逻辑进路》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37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5
欺凌的产生与作用机制：基

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长江丛刊》上已出刊《校园欺

凌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438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6

疏离·融合·共进：大学生志愿

者对麻风病康复者生存质量

的影响调查——以广东省麻

风病康复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论刊》上已出刊《社会支

持网络视角下麻风病康复者群体回归路径探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39 广州大学 pdjh2020b0477
MOOC在线评论中的学习者

认知智能挖掘与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
(SMC)》上已出刊《SESM： Emotional Social
Semantic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Learners’
Comments》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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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175419；
5. Iteach 教育软件设计创新大赛：一等奖；

440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a0478
颊黏膜癌患者总生存及癌因

生存预测模型的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口腔疾病防治》上已出刊《婚

姻状态对颊黏膜鳞癌患者生存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Oral Surgery， Oral
Medicine， Oral Pathology and Oral Radiology》
上已用稿《Nomograms predicting the overall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buccal mucosa cancer》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上已出刊《Cardiovascular and Other
Competing Causes of Death in 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Population-Based
Epidemiologic Study》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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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a0480

基于多重免疫荧光技术评估

肿瘤微环境浸润免疫细胞对

肺癌转移部位及预后影响的

探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utoimmunity Reviews》上

已出刊《Association between systemic sclerosis
and risk of lung cancer： results from a pool of
cohort studies and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已出刊《Genetically predicted
bipolar disorder is causal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breast cancer： a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Autoimmunity Reviews》上

已出刊《Association between elevated body mass
index in non-smokers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A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上已出刊《Age at first birth and lung
cancer： a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论文 1 篇；

5.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Immunology》
上已出刊《Profiling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using multiplex immunofluorescence》论文 1 篇；

6. 在 SCI/EI 期刊《Multiple Sclerosis and
Related Disorders》上已出刊《Genetically
predicted circulating homocysteine， vitamin
B12， and folate levels and risk of multiple
sclerosis： evidence from a two-sample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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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论文 1篇；

7. 在 SCI/EI 期刊《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上已出刊《A multiethnic bidirectional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negates causal
effects of C-reactive protein concentrations on
lung cancer》论文 1 篇；

8. 在 SCI/EI 期刊《Semininars in Arthritis and
Rheumatology》上已出刊《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risk of lung cancer： Meta-analysis and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论文 1 篇；

9.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Genetics》上已

出刊《Univariable and Multivariable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Leisure Sedentary
Behaviors on the Risk of Lung Cancer.》论文 1
篇；

10.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Affected
Disorders》上已出刊《Letter to the
editor-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risk
of Parkinson's disease in South Korean adults.》
论文 1 篇；

1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特等奖；

1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赛获得三等奖；

1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国赛银奖、省赛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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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1
一种基于光腔衰荡光谱的便

携式无创人体血糖检测仪研

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068689.2；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443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2
钼酸盐结合蛋白 ModA 介导

尿路感染奇异变形杆菌群集

迁移能力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

志》上已出刊《modA 基因对奇异变形杆菌群

集迁移运动和侵袭尿路上皮细胞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44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3
鸦胆子苦木内酯抗肺癌干细

胞的作用机制及构效关系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药学学报》上已出刊《鸦胆亭

上调 miR-29a-3p 抑制非小细胞肺癌 H1299
细胞增殖、迁移与侵袭》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药学学报》上已出刊《两面针

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World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上已用稿《Brusato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C-9 cells》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45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5
放疗及化疗对原发性中枢神

经系统淋巴瘤心血管死亡风

险的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Oncology》上已

出刊《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he Patients
With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A Multi-Registry Based Cohort
Study of 4，038 Cas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Oncology》上已

出刊《Cardiovascular Death Risk in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 Registry-Based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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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ort Study》论文 1篇；

446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6

《p38MAPK 在内毒素型小

鼠急性肺损伤中对

PD-1/PD-L1表达调控的作

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生理科学进展》上已出刊

《PD-L1表达调控通路－治疗肿瘤潜在的新途

径》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临床与病理杂志》上已用稿《细

胞因子风暴在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损伤

中的作用》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827441.3；

审核通过

447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7

基于发明专利的拟盘多毛孢

菌 SAS4 苯酞类化合物的分

离、鉴定及体外神经细胞活

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Z. Kristallogr. NCS》上已

出刊《Crystal structure of
4-ethyl-3-phenylisoquinolin- 1(2H)-one，
C17H15NO》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48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9
hsa_circ_0004552 在苯并[a]
芘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恶

性转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toxicology letters》上已出

刊《The Circ_CARM1 controls cell migration by
regulating CTNNBIP1 in
anti-benzo[a]pyrene-trans-7，8-dihydrodiol-9，
10-epoxide-transformed 16HBE cells》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49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90
EPHA3 激活 RHoA/ROCK1
通路参与小细胞肺癌耐药的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Oncogene》上已出刊

《HGF/c-MET pathway in cancer： from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to clinical evidence》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50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92
基于 HR-MRI 与计算流体

力学技术分析颅内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破裂的作用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ngiology》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Increased proximal wall shear stress
of basilar artery plaques associated with ruptured
fibrous cap》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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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挑战杯：三等奖；

451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93
医学院校学生专业认可度调

查研究：以广州医科大学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文汇》上已出刊《浅析医

学生专业认同现状及相关对策》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52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5
纤维增强环境友好型水泥基

复合材料的阻尼特性研究及

应用展望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上已出刊《Design，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fiber-reinforced mortars with different binder
systems： Ordinary Portland cement， limestone
calcined clay cement and alkali-activated slag》论
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材料导报》上已出刊《纤

维取向分布对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影

响及其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硅酸盐学报》上已出刊《煅

烧黏土掺量对超高性能混凝土动态力学性能

的影响》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108776.2；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76759.5；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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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大学2021年“荔园挑战”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9. 制作实物 1份；

453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6 擦窗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758347.4；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486255.4；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54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7
基于深度学习的下肢深静脉

血栓诊疗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上已出刊《Deep
Semantic Segmentation Feature-Based
Radiomic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Tasks in
Medical Image Analysis》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1229603.8；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387879.5；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275768；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240730；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55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9
尘螨过敏原组学研究及组分

过敏原蛋白芯片的研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

验设计论坛：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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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2
基于智能手表的手势识别与

跟踪交互系统及其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57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3
FaceInput－基于脸部振动的

智能设备交互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三等

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58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4
一种基于高糖体系的 3D 多

孔载体结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上已出刊《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fluidness analysis of lactose/whey protein isolate
composite hydrocolloids as printing materials for
3D printing》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59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5
基于无人机和深度学习的建

筑震害评估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图学学报》上已用稿《基于计

算机视觉与 BIM 的裂缝可视化管理方法》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02114；

审核通过

460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7
单肠目扁虫新种重要发现与

中国东北首次记录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ZOOLOGICAL SCIENCE》
上已出刊《Two New Brackish-Water Species of
Macrostomum(Platyhelminthes：
Macrostomorpha) from China and Their
Phylogenetic Position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Zootaxa》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Three new species and a new record of
Rhabdocoela (Dalytyphloplanida and 1
Kalyptorhynchia) in southern China》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Zootaxa》上未录用（在审

审核通过



- 159 -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或返修）《浅环属与裂沟属扁虫新种（单肠目，

盲扁科）及其系统分析》论文 1篇；

4.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三等奖；

461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8
海栖类单肠目扁虫新种及其

系统发生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ZOOTAXA》上已出刊《Two
new species of a new genus， Pseudorogneda，
of Polycystididae discovered in Southern
China》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ZOOTAXA》上已出刊《Two
new brackish-water species of Pogaina
(Rhabdocoela： Provorticidae) from China》论

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ZOOTAXA》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单肠目扁虫二新种及其系统进化

分析》论文 1篇；

4.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审核通过

462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9
三肠目涡虫新种发现与镰刺

泛囊涡虫生殖生物学特性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Bioinformatics》上已出刊

《MitoFlex： an efficient， high-performance
toolkit for animal mitogenome assembly，
annotation and visualiza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Systematics and
Biodiversity》上已出刊《A new species of
Pacifides from the Western Pacific Coast and the
first fully freshwater species of the maricolan
planarian genus Paucumara (Platyhelminthes，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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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ladida， Maricola)》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Zoo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上已出刊《A new species of Dugesia
(Platyhelminthes， Tricladida， Dugesiidae)
from China， with an account on the
histochemical structure of its major nervous
system》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463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0
电解水中钌基偶联过渡金属

与碳布复合催化剂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上已出刊《Boosting the water
dissociation kinetics via charge redistribution of
ruthenium decorated on S， N-codoped carbon》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64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2
C2M 型电子商务驱动的大

件货物城市配送决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上已出刊《Physical
Internet-enabled customised furniture deliver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digitalisation，
optimisation and case stud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65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3
日暮夕阳漂他乡：“老漂族”
的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干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老漂族”领悟社会支持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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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4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税制

协调问题研究——以“府际

合作”为对策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深圳市特区经济》上已出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税制差异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67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5
抑制还是促进？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下撤桶政策效果

评估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市场调查信息》上已用稿《垃

圾分类“强制时代”下撤桶政策实施现状与对策

研究 ——以深圳市 L 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68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6
外来青年对“人才租房补贴

政策”的公众满意度

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市场周刊》上已出刊《外来青

年人才对区级人才租房补贴政策的公众满意

度实证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69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a0517
三维扫描、打印与建模技术

在考古陶瓷片标本数字拼合

与修复中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70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19
一种用于运动康复的可变刚

度智能手套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360338.5；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260525.2；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71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0
基于磁流体自组装现象的导

电导热装置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989102.1；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744264.3；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781026.X；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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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010489480.8；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110391000.9；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110407021.5；
7. 制作实物 1份；

472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1
海洋湍流对水下可见光通信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Photonics Journal》上

已出刊《Investigation of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s links with surface
currents and tides for oceanic signal
transmission》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Optics Express》上已出刊

《CMOS monolithic photodetector with a
built-in 2-dimensional light direction sensor for
laser diode based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s》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73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2
群体智能机器人协同运动控

制系统设计及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omplexity》上已出刊

《Exploration Enhanced RPSO for Collaborative
Multitarget》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74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3 射频指纹信号的提取与识别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通讯世界》上已用稿《射频指

纹识别技术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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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4
烯基二醇的自由基去对称化

反应及多手性中心杂环构建

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Organometallics》上已出刊

《A Cobalt-Catalyzed Enantioconvergent
Radical Negishi C(sp3)–C(sp2) Cross-Coupling
with Chiral Multidentate N，N，P-Ligand》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76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b0525

网络视频与新时代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广东政务、高校官

方短视频账号的实证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上已用稿《抖音短

视频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77 深圳技术大学 pdjh2020b0526
远距离实时无线数据传输四

旋翼无人机载微型高光谱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光学精密工程》上已用稿《快

照马赛克高光谱图像 CCSDS 压缩器的 FPGA
实现》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668695.9；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2020 年全国大学生半导体光源系统创新竞

赛：创新组 一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78 深圳技术大学 pdjh2020b0527
基于 NB-IoT 的电梯困人实

时告警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Elevator Power Failure Warning System》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010939341.0；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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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1911357745.2；
4. 制作实物 1份；

479 深圳技术大学 pdjh2020b0528
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工务维保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35156.0；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二

等奖；

4.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480 深圳技术大学 pdjh2020b0529 柔性智能无扰睡眠监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2022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上已用稿《Automatic
Sleep Staging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Gated Recurrent Unit with EEG
and PPG》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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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韶关学院 pdjh2020a0530
“毒蘑菇”可视化光学传感器

的研制及其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 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上已出刊

《Single-crystal ordered macroporous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s support for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 membrane formant for the specific
recognition of zearalenone》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Microchemical Journal》上

已出刊《A novel molecularly imprinted
nanosensor based on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for specific recognition of α-amanitin》论文 1篇；

3. 未投稿《A Molecularly Imprinted Gel
Photonic Crystal Sensor for Recognition of
Chiral Amino Acid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82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1
基于三维识别与位姿估计的

点焊机器人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20409.0；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227527.9；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1930695264.7；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327863.4；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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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2
4K 高精度低成本光固化

3D 打印系统设计制作及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灯与照明》上已出刊《基于点

列阵光源的自由曲面透镜设计》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用稿《基于光

固化 3D 打印的支撑结构分析与试验》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120357618.9；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10466344.7；
5. 智能终端配送车机器人：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84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用户行为

分析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知识与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大数据技术的用户行为分析平台的设计与

实现》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EEE IAEAC》上已出刊

《Research and Design of Website User
Behavior Data Acquisition Based on Customized
Event Tracking》论文 1 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5116985；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30722292.6；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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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4 “易停车”智慧车位共享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创意与创新》上已出刊《基于

北斗的智能车位锁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86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5
基于人脸识别的空间可变智

能云储物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知识与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智能识别的可变空间储物柜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基于人

脸识别的空间可变智能云储物柜》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第十四届 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487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6
重组深绿木霉蛋白酶制备新

型果蔬防腐剂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韶关学院学报》上已用稿《哈

茨木霉酸性蛋白酶 P6281 的结构分析》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488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7
猪丹毒丝菌 SpaA 的免疫原

性与致病作用的初步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江苏农业科学》上已出刊《猪

丹毒丝菌强毒株与弱毒疫苗株 Spa A基因生物

信息学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东北农业科学》上已用稿《猪

丹毒丝菌 spa A 基因原核表达产物的免疫保

护作用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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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8
基于真空条件下的高浓度臭

氧复压－正压对低温熟肉制

品品质影响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食品科学》上已用稿《不

同盐水注射量下西式火腿真空预冷过程中 水

分存在形式及孔隙结构变化规律》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出刊《不

同预冷方式对西式火腿风味及微生物安全的

影响》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已出刊《真

空腌制过程中鱼肉水分迁移和组织结构变化》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90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39
多吡啶钒过氧配合物影响胰

岛淀粉样蛋白多肽聚集的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

《Ruthenium(Ⅱ) complexes containing a
pendant methanaol amidogen induce apotosis in
SGC-7901 cells through Aro-mediat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pathway》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491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1
“南华寺”古建筑数字化导览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资讯时报》上已出刊《南

华寺虚拟古建筑景观漫游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脑与电信》上已出刊《“南
华寺”古建筑数字化导览设计研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060618.8；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060621.X；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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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2
瑶族“非遗”与校园文化创意

产品融合创新的技术路径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出刊

《“非遗”元素与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融合创新的

技术路径研究——以韶关市乳源瑶族为例》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上

已出刊《韶关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现状与

策略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韶关学院学报》上已出刊《基

于内压花技术的创意花瓶设计》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上

已出刊《基于韶关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设计

研究》论文 1篇；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CN201930001727.5；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CN201930677698.4；
7.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CN201930677667.9；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国作登字

2019-F-00772057；
9.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10. 2019年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创新训练：2019 年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国家级）优秀结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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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3
冲动型暴力犯罪人员条件性

恐惧习得与消退特征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WOP in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上已出刊

《Characteristics of Impulsive Prisoners in
Acquisition and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Emotion》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494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4

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生态补

偿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上已出

刊《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构

建研究——以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韶关学院第十三届校园科技创新创业节之

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495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5

红色研学旅行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基于华南

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实证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行动逻

辑与体系构建：新时代地方高校统战工作创新

研究与实践——以韶关学院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496 嘉应学院 pdjh2020a0546
基于 AI 图像识别的视力残

障人士背包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物联网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AI 图像识别的视觉障碍人士背包》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228771.3；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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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2020“创客广东”梅州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创客组：银奖；

6. 制作实物 1份；

497 嘉应学院 pdjh2020a0548
基于旅游照片的传统村落旅

游流分析——以桥溪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河南农业大学学报》上已出刊

《基于实例分割的柚子姿态识别与定位研究》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嘉应学院学报》上已出刊《中

国传统村落桥溪古村游客满意度调查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高教学刊》上已出刊《大学生

红色旅游教育分析》论文 1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1196974.0；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33294.5；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498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49 智慧山地果园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196974.0；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1033294.5；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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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1 便携式多功能组合型冷热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已出

刊《便携式多功能冷热杯的设计与研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00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4
半乳糖修饰的阿霉素脂质体

小试关键技术及抗肝肿瘤机

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药学杂志》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Gal/GalNAc 配体中连接臂的亲水

/疏水性对其修饰脂质体肝靶向性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 1
0537743.5；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2020 年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生创业大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501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5
电絮凝协同臭氧同步处理垃

圾压缩液废水和臭气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Journal of Spectroscopy》上已

出刊《He-Plasma Jet Gene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E. coli Sterilization》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上已出刊《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terilization Using DC Corona
Discharge》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02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8
潮汕宗族行为模式与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关系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视野下的潮汕宗族行为模式初探》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集体经济》上已出刊《潮

汕宗族行为模式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系考

察》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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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9
山区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

村民真实意愿调查研究——
以梅州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科学实验》上已用稿《山

区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村民真实意愿调查

研究——以梅州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04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60
新时代背景下梅州市特殊学

校职业教育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标准化》上已用稿《新时

代背景下特殊学校职业教育调查研究－－基

于某市特殊学校职业教育调查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05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1
一种智能鞋底自动喷胶系统

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上已出刊《靴鞋葫芦头式前帮工业制版技术难

点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上已出刊《运动鞋工业制版取跷技术难点分

析》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06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3 木雕替代复合材料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59451.6；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507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6
小罗伞精油的成分及其抑

菌、抗肿瘤活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热带农业科学》上已用稿《基

于 HS-SPME-GC-MS 的小罗伞挥发性成分的

萃取条件优化》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08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7
植物内生镰刀菌 HU0053 抗

真菌活性成分及其在柑橘保

鲜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Newark，N.J.]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Acuminatums E and F， two new cyclic
lipopeptides from Fusarium lateritium HU0053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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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antifungal activity》论文 1 篇；

509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8
抗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

的真菌 HU0347 代谢成分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菌物学报》上已用稿《Cryptocin
和 5'-epi-cryptocin 的立体构型及抗菌活性》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510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9
《乡村振兴背景下镇域经济

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

——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无》上已用稿《惠州市镇域经

济空间格局与特征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11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70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

智慧网络平台建设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中南部

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养老需求分析——以

湖北、河南和广东省的调研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12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71

小虎蓝宝少儿科学教育

—基于打造科学素养下的

SKDC 教学模式和课程研发

实践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惠州学院学报》上已出刊《基

于赋权理论培养儿童科学素养的研究——以

惠州市 XHLB 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513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72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惠州学院学报》上已出刊《粤

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14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a0573
基于云端共享模式与微信平

台的新型云打印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用稿《基于 MVC
架构的智能共享云打印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2R11S0377019；
4.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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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a0574
基于热管/半导体技术的全

新风热交换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低温与超导》上已出刊《基于

热电效应的水源热泵的制热性能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能源与节能》上已出刊《基于

热管与热电技术的新风系统传热性能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电子测试》上已出刊《肋片通

道内圆柱扰流的流动与传热特性研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热电模

块提高太阳能蒸馏器运行温度的实验研究》论

文 1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篇；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87510.4；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2875855.7；
8. “格力杯”第十五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

科技竞赛：二等奖；

9.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16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75 运水助力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644248.5；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646385.2；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99987.0；
4.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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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517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76
应用于陆空两栖的仿生组合

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 212797319
U；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18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77
集成 FPGA 芯片的工业大数

据边缘计算设备开发及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加坡百科》上已用稿《基于

多传感器的刀具磨损检测系统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19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78
基于机器视觉的自主导航湖

面垃圾回收无人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业控制计算机》上已出刊《基

于机器视觉的湖面垃圾识别算法设计》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物联网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ROS 与深度学习的智能避障移动机器人的设

计》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20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79 停车场无人机引导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东莞理工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微型四轴无人机停车引导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1235290.X；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21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0 低成本空中直播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522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1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运动鞋中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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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底的功能性多元化应用与工

艺研究

ZL201922142935.4；
2. 制作实物 7份；

523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2
生物 3D 打印一体化构建骨

软骨缺损修复细胞负载支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Nano Life》上已出刊

《Near-Field Direct Write Micro¯ber-Reinforced
Collagen Hydrogel Sca®olds for Articular
Cartilage Regeneration》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24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3
一种小型便携的室内污染气

体可视化“检测笔”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216904.3；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25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4
基于近红外吸收发热的温敏

响应纳米载药缓释系统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校园》上已用稿《一种有

机聚合物与无机金纳米结合温敏响应纳米载

药缓释系统》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26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6
纳米生物质碳构建的三维锂

离子电池硅负极

网络结构与导电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Nano Energy》上已出刊《锂

离子电池高功率碳硅负极材料——借助肖特

基异质结界面工程定制内建电场调控的外延

石墨烯包覆碳化硅材料》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

修）《定制 Ni 掺杂独立 GaN 纳米线阳极及其

锂离子存储性能》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527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7
大湾区背景下的东莞分行业

品牌建设调查分析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东

莞分行业产品品牌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28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8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 东莞

社区居家养老“大配餐”服务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财富》上已用稿《福利

多元主义视角下东莞社区居家养老“大配餐”服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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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研究 学术论文 务研究》论文 1 篇；

2. 第十二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暨第五

届 MSW研究生论坛：三等奖；

529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9
高校文化品牌建设——基于

东莞理工学院文创产品开发

需求与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人大复印材料）》上

已用稿《高校文化品牌建设——基于东莞理工

学院文创产品开发需求与调研》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30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90
“从阴影走向阳光”——论校

园霸凌对受害者的心理阴影

及如何走出阴影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赢未来》上已用稿《阴影走向

阳光——论校园霸凌对受害者的心理阴影及

如何走出阴影》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31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91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体系构建

对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

社会科学》上已用稿《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东莞

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体系构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32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2
基于机器视觉与 DSRC 的交

叉口安全预警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conference series》上已

用稿《 A pedestrian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deep
camera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1785269.2；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098595；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250323.7；
5.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0948251.5；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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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533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3
无人机 AI 巡检系统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上已出刊

《AntennaNet Antenna Parameters Measuring
Network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Using UAV》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2010447305.2；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铜奖；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7. 2020 年“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 2020 年

“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创客

组创新创业大赛创客组：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34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4
基于多目标微粒群算法的水

陆两栖机器人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全

自动水陆两栖服务机器人平台》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625560.0；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789763.6；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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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5
电化学钴催化不饱和键加氢

反应及其机理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期刊《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上已出刊《Metal-free chemoselective
hydrogenation of unsaturated carbon–carbon
bonds via cathodic reduction》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Organic & Biomolecular
Chemistry》上已出刊《Direct electrochemical
reductive amination between aldehydes and
amines with a H/D-donor solvent》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Organic Letters》上已出刊

《Electrochemical Desulfurative Cyclization
Accessing Oxazol-2-amine Derivatives via
Intermolecular C−N/C−O Bond Formation》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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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6
基于α,β环化反应合成稠氮

杂环及其抗肿瘤活性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hemical Communications》
上已出刊《Copper-catalyzed [2+3]-annulation of
N–H imines with vinyl azides： access to
polyaryl 2H-imidazole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Organic Letters》上已出刊

《Mono/Dual Amination of Phenols with
Amines in Water》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Organic Letters》上已出刊

《Copper-Catalyzed Selective 1，
2-Difunctionalization of N-Heteroaromatics
through Cascade C−N/C=C/C=O Bond
Formation》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上已出刊《Iron-Catalyzed
Electrophilic Amination of Sodium Sulfinates
with Anthranils》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296780.4；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947348.7；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619406.3；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9.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创新类）；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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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五邑大学 pdjh2020a0597
文化自信视野下梁启超思想

融入侨乡校本课程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已出刊《老

人与海》的艺术美与原型解读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学生导报》上已出刊《由我

国语文课程的改革观语文阅读教学之新变化》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学生导报》上已出刊《在文

言文教学中体现学生的阅读期待与阅读批判》

论文 1 篇；

4. 未投稿《文化自信视野下梁启超思想融入侨

乡校本课程研究》论文 1 篇；

5. 未投稿《以“趣”为本——梁启超趣味教育思

想启示下的校本课程实践》论文 1 篇；

6. 未投稿《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谈梁启超家

庭教育对当代的启示》论文 1 篇；

7. 未投稿《基于梁启超的“三步读书法”探讨整

本书阅读教学策略》论文 1篇；

8. 未投稿《私德的极端化和公德的全民化

——梁启超新民思想之再探》论文 1篇；

9. 未投稿《梁启超思想融入侨乡基础教育的可

行性探究》论文 1篇；

10.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二等奖；

11.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五邑大学校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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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五邑大学 pdjh2020b0598
一种基于零刚度减振器的高

速列车座椅减振技术与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aterials Today》上已出刊

《A brief review of dynamic mechanical
metamaterials for mechanical energy
manipulation》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797258.3；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39 五邑大学 pdjh2020b0599
一种适用于电接触微动摩擦

磨损试验机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上已出刊

《Friction and Wear Behavior of C17200
Copper-Beryllium Alloy in Dry and Wet
Environments》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上已出刊《Tribological
behaviors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Inconel 718 superalloy at mid-high temperature》
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13130.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11426.0；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11381.7；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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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0
面向柔性制造的新型自动锁

螺丝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五邑大学学报》上已出刊《面

向柔性制造的新型自动锁螺丝机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0506410.6；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1920884611.5；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41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1
大健康背景下的多功能护理

床轮椅一体化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多功能护

理床与轮椅对接应用的发展前景》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多功能护

理床与轮椅对接技术研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050179.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049945.3；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2050177.3；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049942.X；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156358.5；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879285.6；
9.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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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2
基于三维视觉的机械臂夹取

货物的搬运小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出刊《基

于蓝牙模块的自动跟踪智能行李箱系统》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自动化与仪器仪表》上已出刊

《基于 STM32 的球形机器人设计与实现》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机电工程技术》上已出刊《具

有自动定位及路径规划的智能工厂小车》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 2
0214963.2；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 2
0214961.3；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 2
1310557.X；

7.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 3
0060352.2；
8.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 3
0060361.1；
9.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10. 2020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精星杯”第五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

国赛一等奖；

1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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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3
基于机器视觉的肉桂树自动

剥皮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上已出刊《肉桂树剥皮

机及关键部件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12111.X；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2019 中山市智能制造设计大赛：铜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44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4
车联网环境下的交互式防追

尾智能预警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cision Science & Management
(ICDSM 2022)》上已用稿《Improved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with escape mechanism》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45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5
提供中央空调全方位 3D 运

维服务的 BIM 智能模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大

数据技术在暖通空调运维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46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6
大湾区江澳两地文化遗产的

网上智能馆建设与美学教育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开封东京文学文化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上已出刊《非遗文化在大学生美育教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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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实践研究—江门·荷
塘纱龙

育中的实践研究——以江门荷塘纱龙为例》论

文 1篇；

2. 制作实物 2份；

547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7
高效液体单向传输织物的仿

生结构设计及制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aterials Letters》上已出刊

《Electrospun Janus fabrics with directional
water transport property for efficient water
collection》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48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8
面向大功率 LED 的远程封

装全光谱荧光玻璃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上已出刊《Thermal quenching and
color tuning of Ce3þ， Mn2þ co-doped
Ba2LuAl3Si2O12 for high quality
white-LEDThermal quenching and color tuning
of Ce3þ， Mn2þ co-doped Ba2LuAl3Si2O12 for
high quality white-LED》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Luminescence》
上已出刊《Desig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u2+-doped Ba4Si6O16 photostimulated
phosphor for optical information storageDesig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u2+-doped Ba4Si6O16
photostimulated phosphor for optical
information storage》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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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09
基于阳离子横向运动的突触

晶体管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五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上已出刊《极薄钨单质种子层制备形貌疏松的

三氧化钨薄膜的电致变色性能研究》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coatings》上已出刊

《Enhanced Electrochromic Properties of
Nanostructured WO3 Film by Combination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Methods》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ACS Applied Electronic
Materials》上已出刊《Greatly Simplified
All-Solid-State Camera Shielding Device of
Mobile Phone Based on the
Shoulder-by-Shoulder Electrochromic
Technology》论文 1 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550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10
柔性超级电容器和应力传感

器双功能器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npj Flexible Electronics》上

已出刊《Microstructured capacitive sensor with
broad detection rang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for
human activity detection》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RSC Advances》上已出刊

《Natural bamboo leaves as dielectric layers for
flexible capacitive pressure sensors with
adjustable sensitivity and a broad detection
range》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1070492.3；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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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11
探究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优

化途径—以五邑地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北方经贸》上已出刊《供应链

金融下农产品扶贫优化模式探讨——以广东

省恩平市马铃薯产业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北方经贸》上已出刊《我国农

业供应链金融优化途径探讨——以陈皮村为

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52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12
从端芬方言词汇看海外华侨

与原乡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语言互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用稿

《从端芬方言词汇看海外华侨与原乡民众之

间的文化交流与语言互动》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53 五邑大学 pdjh2020b0613
国内农村法治建设现状调查

研究——基于恩平市那吉镇

的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法制博览》上已出刊《基层治

理视阈下乡村法治供需矛盾实证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5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a0614 施工工地智能安全帽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高新科技》上已出刊

《DFSMN 语音识别技术在智能安全帽上的应

用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3328862.7；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5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a0615
光晶格中的二维准连续量子

液滴形态及其动力学性质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SCI/EI期刊《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上已出刊

《Two-dimensional vortex quantum droplets get
thick》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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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a0616
改良型腺嘌呤碱基编辑器质

粒的制备及其在人和动物细

胞基因编辑中的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Adenine
base-editing-mediated exon skipping induces
gene knockout in cultured pig cell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

《Application of the modified cytosine
base-editing in the cultured cells of bama
minipig》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

《Comparatively analyzing the liver specifc
transcriptomic profles in Kunming mice aficted
with streptozotocin and natural food induc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论文 1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55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17
不同玄武岩纤维掺量对 3D
打印陶瓷水泥基材料强度性

能的影响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混凝土与水泥制品》上已出刊

《玄武岩纤维对 3D 打印再生水泥基材料性

能的 影响研究》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5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18

基于 CFD 数值模拟技术与

实验分析法的传统产品设计

创新研究——以传统小家电

的创新设计为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存阅刊》上已出刊《数值模

拟与实验研究集成方法在传统产品设计领域

的创新应用》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72265，4；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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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19
软体机器人核心部件增材制

造技术与装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9.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10.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703745.2；
11.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批示：无；

1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二等奖；

13.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铜奖；

14.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56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0
基于 UWB 技术的自动跟随

旅行箱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T 经理世界》上已用稿《基

于 UWB技术的自动跟随旅行箱》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54303.1；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6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1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

的垃圾分类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导报》上已出刊《基

于机器视觉识别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论文 1 篇；

2. 第十四届“挑战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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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课外学术竞赛：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56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2 水体微塑料偏振监测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biophotonics》上

已出刊《Full-field optical multi-functional
angiography based on endogenous hemodynamic
characteristics》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511162.5；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6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3
电化学微纳加工系统的开发

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767092.X；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6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4
响应面法玉足海参小分子肽

的制备及其在护肤产品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出刊《海参肽

的应用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海参小

分子肽的生物功能及应用进展》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生物化工》上已出刊《海参胶

原蛋白的提取及活性研究》论文 1 篇；

4.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56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5
独柱墩桥梁在偏心荷载作用

下的抗倾覆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北方建筑》上已出刊《独柱墩

桥梁在偏心荷载作用下的抗倾覆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建筑实践》上已出刊《单跨结

构在偏心荷载作用下的抗倾覆优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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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6
糖型有机聚合物整体柱的制

备与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爱思唯尔（Elsevier）》上

已出刊《A Single-step Preparation of
Carbohydrate Functionalized Monoliths for
Separation and Trapping of Polar Compounds》
论文 1 篇；

2.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审核通过

56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7
酶与多糖相互作用的分子动

力学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Commentary：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od-like chitin nanocrystal by using
p-toluenesulfonic acid/choline chloride deep
eutectic solvent as a hydrolytic media》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Molecular
Dynamic Simulation of the Porcine Pancreatic
Lipase in Non-aqueous Organic Solvents》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华南理工大学》上已出刊《分

子动力学模拟研究壳寡糖与脂肪酶相互作用

机制》论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华南理工大学》上已出刊《利

用 python/RGB 色彩数据分析平台 快速测定

还原糖浓度》论文 1 篇；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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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21，创新创业

类）：特等奖；

56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8
一步合成法制备高储能密度

无铅铌酸银基陶瓷电容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上已出刊《High energy-storage
performance of lead-free AgNbO3
antiferroelectric ceramics fabricated via a facile
approach》论文 1 篇；

2.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上已出刊《Enhanced
dielectric and tunable properties of Ba-doped
(Pb，La)(Zr，Sn，Ti)O3 antiferroelectric
ceramics》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5. 第十四届“挑战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56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29
佛山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路

径研究——基于佛山禅城区

53 条村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看世界》上已出刊《以问题为

导向探索禅城区乡村振兴发展道路》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

经济管理》上已出刊《佛山禅城区乡村产业振

兴现状分析及发展探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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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30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佛山制

造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看世界》上已出刊《粤港澳大

湾区背景下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基

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7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31
从制度与法律层面探索靶向

药、仿制药良性发展之路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益寿宝典》上已出刊《我国靶

向药贵的原因及其降价措施》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探索靶

向药、仿制药良性发展之路》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7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32
国家级非遗佛山醒狮传承人

口述史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玉文艺》上已用稿《口述史

视野下的佛山醒狮存续解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7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pdjh2020b0633

社会化运营模式下慈善超市

的健康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以佛山 20 家慈善超市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环球市场》上已用稿《佛山市

慈善超市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财富》上已用稿《佛山

市慈善超市的物品回收功能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74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4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大赛赛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业》上已出刊《FSC 赛

车碳纤维悬架复合材料纹路对强度的影响》论

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75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5
基于教学用菲涅尔透射式定

焦点聚光太阳能斯特林发电

机及其测试系统的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太阳能学报》上已出刊《基

于三角腔体吸收器的透射式菲涅尔定焦线系

统聚光特性分析》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143157.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26863.3；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28521.5；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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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576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6
多功能楼梯扶手智能清扫机

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程师》上已出刊《楼梯

扶手清扫机器人的动力特性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984881.8；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1930564302.5；
4.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肇庆学院赛区）：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77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7
基于机器视觉与心电融合的

驾驶行为预警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223762；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2020 微软“创新杯”广东省区域赛：决赛十

强；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78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8
基于远场语音交互与自我学

习的垃圾分类辅助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79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39
校园垃圾回收利用配套技术

研发——以肇庆学院纸箱分

类回收和废弃树枝处理为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2021 圆点国际大学生设计奖：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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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0
红木木材微观结构发育特性

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上已出刊《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artwood
and Research Status》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AGRICULTURAL BIOLOGY》

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檀香紫檀茎显微结

构时空分异及维管形成层和髓心组织的作用》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81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1
南药巴戟天生态种植模式创

新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药材》上已出刊《巴戟天种

植基地土壤因子与根系生长相关性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Ncfci（会议论文集）》上已

出刊《南药巴戟天脱毒组培苗生根培养基优

化》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82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2
铁碳微电解材料的制备及其

染料降解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LSEVIER》上已出刊

《Identification of adsorption or degrada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moval of different ionic
dyes with iron-carbon micro-electrolysis
process》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583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3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高等教育

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基于粤、浙、苏、鲁四

地比较的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高

等教育、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

广东省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高

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基于粤、

鲁、浙、苏四省份的比较》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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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4
基于社会史的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与开发

——以肇庆府城复兴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第五届西江旅游论坛会议手

册》上已用稿《肇庆府城复兴中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与开发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湖北长江报》上已用稿《基于

社会生活史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 ——
以肇庆府城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85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5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祠堂功能

价值研究——以广东省云浮

市水东村祠堂建筑群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海经－教育前沿》上已用稿

《云浮市水东村的乡村振兴策略初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86 肇庆学院 pdjh2020b0646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华侨与侨

乡村落建设——基于肇庆市

高要区黎槎村的个案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2020 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

报告”评选：“优秀调研报告”；

审核通过

587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pdjh2020b0647

基于生物节律控制四足机器

人的深度强化学习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58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pdjh2020b0648

数据驱动下的智能工厂能源

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89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pdjh2020b0649

应用于图书馆管理的环保印

刷型 RFID 标签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上

已出刊《织物/纸基柔性印刷电子薄膜导电性能

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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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pdjh2020b0650

基于液态金属纳米墨水的柔

性电子制造技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pplied Materials Today》
上已出刊《Versatile fabrication of liquid metal
nano-ink based flexible electronic devices》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59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25

多模型下三维光伏组件的高

效控制策略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加坡万仕》上已出刊《一种

高效三维光伏组件的设计及优化》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 research science press》上已

出刊《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n efficient
three-dimensional photovoltaic module》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948226.X；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9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26

《六足仿生智能家居机器人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Learning&Education》上已出

刊《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House
Robot》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上已

出刊《佛山市机器人产业发展及前景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六足仿

生智能家居机器人》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663629.1；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455371.5；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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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制作实物 1份；

593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27 YF－气囊式智能救生项圈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一种应

对溺水的智能救生项圈》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982867.7；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594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28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目标检

测技术在身份鉴别中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595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29 智能人体感应空气导流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633747.1；
2.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59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30 智能窗户系统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基于

STC8051 单片机的智能窗户系统设计研究》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672385.X；

审核通过

59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31

发电厂、变电站中主接线形

式的优化——以 2400MW火

力发电厂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ndia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上已出刊
《Optimization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main wiring in power plant》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力大数据》上已出刊《发电
厂中主接线形式的优化与可靠性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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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32

新能源公交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全生命周期解析及发展

动阻力因子研究——基于珠

海市新能源公交车的调研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上已出

刊《新能源公交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现状分析

及建议——以珠海市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599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33

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认同感

研究——基于基础教育教材

语料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学园》上已用稿《粤港澳大湾

区高中思想政治类教材对比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0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校区
pdjh2020b0734

粤港澳大湾区视野下珠海市

社区矫正个性化教育模式创

新

——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下

的循证矫正路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司法部犯罪与改造研究》上已

出刊《珠海市社区矫正工作中教育矫正手段的

改革与实施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01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1
湘楚文化在中国传统节日文

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明日风尚》上已出刊《基于湖

湘文化的数字文创设计研究——以网店界面

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设计》上已出刊《基于蒙德里

安风格的书城阅读 APP 界面交互设计研究》

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1-F-00353589；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1-F-00353590 ；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656；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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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694；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700 ；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696 ；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658；
1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697；
1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

2022-F-00399692；
1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2-F-00399702；
14. 制作实物 2 份；

602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2

基于机器学习、云计算等金

融科技特性的反金融欺诈数

据模型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上已出

刊《基于图算法半监督学习的反洗钱模型可解

释性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中）》上已出

刊《区块链+分布式商业打破“数据孤岛”的工

程性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业》上已出刊《基于中

国市场下多因子模型动态配置指数实证

——FF 三因子分层抽样指数增强模型》论文 1
篇；

4.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2021年（深圳）年会：

论文入选年会并受邀到现场做学术报告；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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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麒麟

舞的传承与发展——以广东

汕尾海丰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非物质

文化遗产视角下麒麟舞的传承与发展－以广

东汕尾海丰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魅力中国论文评比：一等奖；

审核通过

604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4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行业发

展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以

云南大理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标准化》上已出刊《扎染

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云南大理为例》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05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5
移动支付对大学生消费性行

为的心理因素影响——以广

州市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标准化》上已出刊《移动

支付对大学生消费心理与体验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市高校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06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6
大学生临时性志愿服务的效

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大学生

临时性志愿服务的效用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07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7
一带一路背景下“非遗”传承

探析——以湛江年例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旅游纵览》上已出刊《“一带

一路”背景下“非遗”传承探析——以湛江年例

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08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8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域旅游助

力精准扶贫的可行性研究

——以广东省韶关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背景下的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促经济发展

可行性研究——以广东省新丰县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09 广东培正学院 pdjh2020b0659
提高民办高校基层党支部活

力实践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区域治理》上已出刊《提高民

办高校基层党支部活力实践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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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a0660
薄壁轻钢装配式住宅在地震

作用下节点选型破坏机理的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282274.1；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1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1
基于整车电控的高速避障系

统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已出刊

《FSAE 方程式赛车悬架系统设计与仿真研

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南科技》上已出刊《基于机

械视觉的 Arduino 智能物流配送车》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科技与创新》上已用稿《基于

FSC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的转向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科技与创新》上已用稿《大学

生方程式赛车的车架有限元分析》论文 1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255183.3；
6. 第五届广东省汽车与农机电子环保大赛三

等奖：三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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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2
梅州客家特色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351578.2 ；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645467.2；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366905.1；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366889.6；
5.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8.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9.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613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3

基于BIM技术的地铁站消防

给水系统的调控方案研究

——以贵阳水井坡地铁站为

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市政技术》上已出刊《地铁站

冷凝水回用联合水箱的可行性探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

院；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上已出刊《BIM
技术在地铁站消防给水方案调控中的应用

——以贵阳水井坡站为例》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016605.3；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4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4
基于机器视觉的电机云母槽

下刻机自动定位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2R11S0095131；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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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5
基于RFID和WSN的生鲜冷

链快递运输监测控制系统设

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上已出刊

《基于 STM32 的生鲜监控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871020.1；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6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6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考

勤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知识与技术》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 OpenCV 和 CNN 的人脸识

别考勤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42330；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7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7 养猪业温控器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猪场温

控器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499409；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494750；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205777.9；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8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8
机器视觉的智能垃圾分拣系

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机》上已出刊《基于图

像LBP特征与 adaboost分类器的垃圾分拣识别

方法》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19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69
精准扶贫视角下广东农村电

商物流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清远市清新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环球市场》上已出刊《广东农

村电商物流的现状与运行路径研究——以清

远市清新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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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70
“第二课堂成绩单”背景下应

用型高校第二课堂课程化建

设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观察》上已出刊《基于核

心能力培养的第二课堂平台育人体制机制构

建——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文教资料》上已出刊《高校第

二课堂项目化课程化体系构建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基于高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体

系构建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21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71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网络舆

论的传播引导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决策探索》上已出刊《网络舆

论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教育观察》上已出刊《“互联

网+”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创新路径探

索》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文教资料》上已出刊《构建高

校网络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实践探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22 广东白云学院 pdjh2020b0672
关于如何推动智慧物流发展

研究分析——以广州南沙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渊》上已出刊《大数据背景

下南沙自贸区智慧物流发展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23 广东科技学院 pdjh2020b0673 基于 RFID 自动装卸小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爱好者（普及版）》上已

出刊《基于 RFID 自动装卸小车的设计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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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624 广东科技学院 pdjh2020b0674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家居控制

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用稿《基于

嵌入式的智能家居远程监控系统研究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25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76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脑核磁共

振影像海马体结构检测分割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 Penn Plaza， Suite 701， New
York， NY 10121-0701， United States》上已

出刊《Combining Resideual learning and U-Net
for Hippocampus Segment ation of Brain MRI
Volume Image》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26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77

关于制约粤西地区农产品电

商运营的发展因素的调研报

告——以肇庆市封开县平凤

镇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关

于制约粤西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因素的

调研报告——以肇庆市封开县平凤镇为例》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营销 2》上已出刊《乡村

振兴视野下粤西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策

略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27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78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州跨

境电商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

战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贸工业》上已出刊《粤

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州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

机遇与挑战探析》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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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7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旅

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从化区莲麻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电子版）》上已出

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旅游资源开发与

利用研究——以从化区莲麻村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29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80
情怀与责任

—— 黄埔区司法局人民调

解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警戒线》上已用稿《情怀与责

任 —— 黄埔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的探索

与实践》论文 1 篇；

2. 未投稿《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

的现状分析与展望》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30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81
新时代视域下大学生逆商的

调查与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书育人·高教论坛》上已出

刊《新时代视域下大学生逆商的调查与思考》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31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2
基于惯性动量轮的自行车自

平衡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302740.9；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32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3 良师智教微服务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导报》上已出刊《微服务

应用安全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导报》上已出刊《良师智

教微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883675；
4.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633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4
基于 AI 智能系统的“红领

巾”智能交通协管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信息化》上已出刊《基

于 AI 智能系统的“红领巾”智能交通协管机

器人》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329839.5；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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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5
基于 5G 技术的多重安全保

障生态路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安家·建筑与工程》上已出刊

《基于 5G技术的生态路灯应用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北画报》上已出刊《灯护卫》

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35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6
基于大数据深度分析的大气

巡测环保无人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信息化》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大数据深度分析的大气巡测

环保无人机》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636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7
基于大数据和即时建模的汽

车避障控制方法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EITCE2021 电子信息技术与

计算机工程国际会议》上已出刊《Research on
a data-driven obstacle avoidance control for
vehicles》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导报》上已出刊《一种即

时建模的车辆避障方案》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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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8
基于电子取证的网络犯罪复

盘研究与实践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onference publishing
services》上已出刊《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Data Acquisition of Android-based Application》
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conference publishing
services》上已出刊《Research on Electronic Data
Forensics Based on RAM》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conference publishing
services》上已用稿《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etwork forensics based on protocol analysis》论

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中国科技信息》上已出刊《电

子数据取证实践平台设计》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38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89
无线射频卡（RFID）之安全

性分析－－以某校园卡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上已出

刊《Commet of Secure File Storage and Retrieval
in Cloud Based on MRSA Cryptographic
Algorithm》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39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90
佛山粤剧文化传播形式创新

研究——以佛山大学生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月刊》上已出刊《浅析新

媒体背景下粤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40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91 南粤古驿道活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艺术市场》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战略下南粤古驿道旅游资源开发探索——
以云浮郁南南江古水道为例》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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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92
基于电动冲浪板的体育消费

多维复合商业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商业》上已出刊《基于电

动冲浪板的体育消费多维复合商业模式研究》

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642 广东东软学院 pdjh2020b0693

市场的理性 文化的困境

——文化产业视角下石湾陶

瓷的青年文化市场创新发展

路径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佛山陶瓷》上已用稿《市场理

性与文化困境：石湾陶艺的青年文化消费市场

路径思考》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43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4 水面清洁智能小卫士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基于

STC 单片机的水面清洁智能小卫士模型的设

计》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工业 A》上已出刊《一种水面

清洁机器人的设计》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3260017 .0；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6.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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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5
高质量发展助力智慧电商服

务平台路径研究以小程序

“不求人”为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互联网背

景下大学生闲置物品多元融合处理方式的探

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安徽科学技术》上已出刊《“不
求人”智助平台服务分析》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广州工商

学院：后疫情时代互联网的跑腿经济》论文 1
篇；

4. 第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银

奖；

5.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645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6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陪护系统

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科技创新》上已出刊《智

能陪护系统分析与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无线互联科技》上已出刊《安

防报警系统的设计与分析》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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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7
VR+MR 智慧学工“五进”文

化成果展示与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教育》上已出刊《“五进”
文化成果与 MR技术的融合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文摘》上已出刊《5G
时代下基于“VR·MR”产品服务的技术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教育与研究》上已出刊《基于

MR 技术的“五进”文化成果新模式展示的技术

研究》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安家·建筑与工程》上已出刊

《活力小鸟》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安家·建筑与工程》上已出刊

《社会小鸟》论文 1 篇；

6. 在普通期刊《实践小鸟》上已出刊《科教论

坛》论文 1 篇；

7. 在普通期刊《智慧小鸟》上已出刊《山海经

－教育前沿》论文 1 篇；

8. 在普通期刊《好学小鸟》上已用稿《山海经

－教育前沿刊用通知书》论文 1篇；

9.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647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9
植鞣革皮雕艺术在岭南文创

产品中的创新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西部皮革》上已出刊《谈胎牛

皮在编织工艺中的应用》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毛纺科技》上已出刊《刘宇翔，

刘晓瑜作品》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9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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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700
生生不“夕”——积极老龄化

视野下智慧社区老年人文化

参与的创新性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世界家园》上已出刊《心理学

视域下社区文化养老的思考与路径简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上已出刊《城市低

龄老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激励对策研究一以广

州市为例》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投资与创业》上已出刊《积极

老龄化视野下推行文化养老的意义及实践途

径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上已出刊《老人社

会参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财富》上已出刊《浅谈

5G 时代到来智慧社区文化养老服务的智能革

新》论文 1 篇；

6. 在普通期刊《环球市场》上已出刊《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老年志愿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论

文 1篇；

7.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上已出刊《医养康

护一体化社区养老服务理念、困境及借鉴》论

文 1篇；

8. 首届“五进杯”广州工商学院“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 216 -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649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701
《习近平乡村振兴思想在粤

东山区农村实践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业 2.0》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思想指导下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的培

养与提升》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商业 2.0》上已出刊《粤东汕

头山区农村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调查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商业 2.0》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思想下广东客家娘酒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与对策》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909295.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356120.0；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430616；
7. 2020 人社部全国供应链管理职业技能大赛：

三等奖；

审核通过

650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70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蕉岭灵芝

农村合作社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上已

出刊《关于我国农业公司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以广州益农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上已

出刊《国家政策下高质量发展绿色农业对策探

讨——以梅州市蕉岭县西山村仿野生灵芝为

例》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财富》上已出刊《梅州

西山村灵芝营销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河南销售与市场杂志有限公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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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已出刊《浅谈特色农业发展对扶贫工作

的帮助——以梅州西山村灵芝种植为例》论文

1 篇；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广州工商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校赛一等奖：一等奖；

651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703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马拉松

与城市软实力提升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财富时代》上已出刊《大型体

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新闻研究导刊》上已出刊《马

拉松赛语言服务促进城市形象塑造的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体育风尚》上已出刊《马拉松

推进城市形象塑造的研究—以广州马拉松为

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52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49
基于渐进式的多维度云资源

监控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记录材料》上已出刊《基

于渐进式的多维度云资源监控平台》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53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1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垃圾桶

识别分类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与创新》上已出刊《基于

深度学习的垃圾自动分类系统》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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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2
基于人工智能的医院输液远

程监控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上已出刊《基于人

工智能的医院输液远程监控系统》论文 1篇；

2. 已申请未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55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3
民办高校学生党员学习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现状调查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民办高

校学生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路径

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56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4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推动非

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以肇庆端砚非遗文化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出刊《粤港澳

大湾区背景下推动肇庆端砚非遗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57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5
“三全育人”背景下社团对学

生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教工》上已出刊《“三全

育人”背景下社团对学生能力提升的路径探

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58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6
基于依法治国视野下大学生

防诈骗原因分析及策略研究

—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东青年》上已出刊《依法治

国视域下大学生诈骗原因及防范策略初探

——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新丝路》上已出刊《依法治国

视域下大学生被诈骗原因及防范措施研究

——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59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7
区块链在企业财务体系中的

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文摘》上已出刊《区块

链在企业财务体系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60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8
潮州民俗大锣鼓文化的传

承、保护与开发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出刊

《文化自信下潮州民俗大锣鼓文化的传承、保

护与开发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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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4
基于 AI 机械视觉控制系统

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仪表技术》上已用稿《基于

AI 的机械视觉控制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2.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62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5
基于 Azure Kinect DK 深度

相机的智能交通检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设备工程》上已出刊

《Azure_Kinect_DK 深度传感器误差分析和修

正方法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上已

出刊《一种全自动交通监测系统》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24297770；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编号019307359593；
5. 2020 粤港澳大湾区 IT 应用系统开发大赛：

2020.10.28；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63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6 变形智能滑板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出刊

《基于 STM32 的智能体感变形滑板设计》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质量》上已出刊《超轻型

太阳能电动滑板方案设计》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Design of
Intelligent Somatosensory Deformation
Skateboard Based on STM32》论文 1 篇；

4. 在 SCI/EI 期刊《AC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eries》上已出刊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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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design of ultra-light solar electric
skateboard》论文 1篇；

5. 制作实物 1份；

664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7
“车智囊”－－事故自动识别

损伤与寻救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东青年》上已出刊《一种汽

车事故自动识别损伤与寻救装置》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65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8
潮绣之艺术价值及保护传承

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速度》上已出刊《潮绣文化产

品现状对其品牌营销战略的影响》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上海纺织科技》上已出刊《潮

绣铁技木偶戏服》《潮绣纹饰图案设计》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908929.X；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340856.4；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广东理工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铜奖；

审核通过

666 广东理工学院 pdjh2020b0709
高校学生防艾知行调查及健

康教育路径研究－－以广东

某民办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教育》上已用稿《浅析同

伴教育模式在防艾知识科普中的效用——以

广东某民办高校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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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三等奖；

3. 2021 年“挑战杯”广东理工学院大学生学术

科技节之“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校园选拔赛：校级三等奖；

667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pdjh2020b0783 自纠正智能人体工学椅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造纸装备及材料》上已出刊《自

纠正人体工学椅的研发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1232289.1；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68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pdjh2020b0784
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的农村

空巢老人精神健康服务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拟 太原职业学院学报》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的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健康服务探索 —— 以 H
市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669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pdjh2020b0785
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服务

的路径探索——以 J 村生命

教育陪伴计划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少年学刊》上已出刊《农村

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行动研究——以陪

伴成长计划项目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2020 年广州市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践团

队；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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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b0803 安全出行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980870.5；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980131.6；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E013079；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E013110；
5.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

创业”挑战赛广东选拔赛：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71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b0804
马齿苋生物碱喷雾剂的制备

及抗菌作用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马齿苋

总生物碱提取及喷雾剂的制备》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72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b0806
《非遗视角下榕城青狮的传

承与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学天地》上已出刊《非遗视

角下揭阳青狮的传承与发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73 广州华商学院 pdjh2020b0840

地方高校参与农村精准扶贫

的路径探索与研究——以广

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对接韶

关新丰马头镇秀田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协论坛》上已用稿《高校参

与精准扶贫的现状分析与路径探索—— 以华

商学院对接韶关秀田村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74 广州华商学院 pdjh2020b0841
浅析新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

群体参与社区文化助老志愿

服务长效机制的构建与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玉文艺》上已用稿《浅析新

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群体参与社区文 化助老

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构建与探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75 广州华商学院 pdjh2020b0842
邻聚——5g时代下的智慧社

区线上系统的可行性调查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2425506.5；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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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a0859
基于深度学习的手势识别系

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用稿《基

于深度学习的手势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863233.6；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935972.1；
4. 粤港澳大湾区 IT 应用系统开发大赛：二等

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77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a0860
基于NB-iot的智能多功能拐

杖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上已用

稿《基于 NB-IoT 和 UWB 的智能多功能拐杖

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863563.5；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粤港澳大湾区 IT 应用系统开发大赛：

2020-11 月；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78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a0861 智能外语口语软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移动信息》上已出刊《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智能英语发音训练系统的设计

方案分析》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E026658；
3.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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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a0862
基于微信小程序商场智能导

购策略与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计算机时代》上已出刊《大型

商场智能导购策略与应用》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用稿

《一种基于改进型 A 算法的室内导航路径规

划方法》论文 1 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29167；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2020 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大赛：中国高校计

算机大赛 2020 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全国三

等奖；

审核通过

680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3
基于视觉避障技术的智能配

送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上已用

稿《基于窄波超宽带的配送车实时定位方法研

究》论文 1 篇；

2.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81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4 综测评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知识与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SpringBoot的综测可视化管理系统的研究与

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出刊《基

于SpringBoot技术的综测N服务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论文 1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17803；
4. 2020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

级优秀；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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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5
智能共享搬运车的设计与实

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UWB 的智能跟随搬运车系统》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2020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

设计竞赛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

大赛总决赛：总决赛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83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6 智能垃圾箱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窗》上已出刊《基于物联

网的智能垃圾箱设计与实现》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684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7
基于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

忆助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上已用稿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mory
Assistant Based on Ebbinghaus Forgetting
Curve》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660865；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85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8
基于 YOLO V3 图像识别的

城市智眼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上已出

刊《基于 YOLOv4 与光流法的行人检测和计数

方法研究》论文 1篇；

2.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IT应用系统开发大赛：

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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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69
面向远距离小人脸视频图像

的超分辨率重建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计算机》上已出刊《一种

用于小人脸精准检测的图像超分辨率算法》论

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出刊

《基于图像增强和CNN的布匹瑕疵检测算法》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87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70
从化十大特色小镇的基本情

况和发展现状以及可持续发

展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鞍山日报社》上已用稿《从化

十大特色小镇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状以及可

持续发展调查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化教育》上已用稿《大学

生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以

广州软件学院大学生墙绘为例》论文 1 篇；

3. 2019 年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省级重点团队；

审核通过

688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71
沉浸式体验的空间营造——

以南石头遗址为基地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企业界》上已出刊《沉浸式体

验下的空间营造——以南石头遗址为基地》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689 广州软件学院 pdjh2020b0872
南粤古驿道钱岗古村建筑的

模块化保护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风景名胜》上已出刊《南粤古

驿道钱岗古村建筑的模块话保护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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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a0710

硬质合金材料在铝合金挤压

模中的应用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轻合金加工技术》上已出刊《水

冷式铝合金电机壳内嵌型分流挤压模结构》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模具工业》上已出刊《铝型材

分流模的镶嵌结构设计》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铝加工》上已出刊《一种硬质

合金铝型材挤压模》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37270.9；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第七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三等

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91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1

低温制冷技术与电子温控节

能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新时代》上已出刊《低温

制冷技术与电子温控节能研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92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2

一种新型的冷链物流温度监

控与传输装置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生鲜电商物流配送分析与优化》论

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用稿《 一种基于单片机技术的生鲜冷链

温度监控系统》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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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3

网络泛娱乐化思潮对高职大

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

调查分析——基于广州地区

8所高职院校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外交流》上已出刊《网络泛

娱乐化思潮对高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影响调查分析——基于广州地区 8 所高职院

校的调查》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694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4

关于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问题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用稿《广州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调查与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695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5

校企合作背景下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生态链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经济信息》上已出刊《校

企合作背景下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链的

探索》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西质量监督导报》上已出刊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的大学生四进阶创新创

业实践链的思考与实践》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14187303；

审核通过

696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6

关于大学生体质健康的现状

分析及干预对策研究—以广

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上已出刊《从高校

角度探究大学生健康体质下降的原因—以广

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体育师友》上已出刊《职业技

术院校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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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8

一种标准恒温恒湿智能包装

箱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储运》上已出刊《果蔬运

输包装管理优化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农产品加工》上已出刊《基于

标准化的果蔬产品运输包装技术及其应用研

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46993.3；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698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19

创新特色农产品电商发展模

式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基

于粤西北农村区域的调查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用稿《龙

门县农村特色产品电商发展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粤西钱排镇三华李电商研究》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广州市增城区农村特色产品电商

发展调研报告》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探掘农村优厚资源，打造山区特

色精品 ——韶关市农村电商发展与对策研

究》论文 1 篇；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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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

大学
pdjh2020b0720

新媒体环境下肇庆城市形象

传播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

院；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上已出刊《新

媒体环境下肇庆城市形象传播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00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学
pdjh2020b0722

大学校园服务移动互联网+
云端平台解决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2. 深圳市龙岗区“东进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特

色项目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1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

院
pdjh2020b0723

击剑运动国产击剑材料的创

新改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Metals》上已出刊《En-Garde!
A Review of Fencing Blade Material
Development》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2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

院
pdjh2020b0724

探究不同退火条件下 TNM
合金（Ti-Al-Nb-Mo）的微观

结构与力学性能的之间的关

系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etals》上已出刊

《Microstructure Design and Its Effect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Gamma Titanium
Aluminides》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0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a0735

基于机器视觉及协作机器人

的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业控制计算机》上已出刊《基

于人体关节检测的机械臂交互系统的研究与

实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工业控制计算机》上已出刊《基

于深度学习的商品分拣系统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110996.9；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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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a0736

基于石墨烯－纳米银线协同

增强热可逆 DA 自修复聚氨

酯导电膜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塑料工业》上已出刊《石墨烯

基聚氨酯复合膜的电及热性能研究》论文 1篇；

2. 在 SCI/EI期刊《EI》上已出刊《Environmental
Material Research of Infrared Light Responsive
Self-healing Graphene-based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SCI》上已出刊《Electrical
and Thermal and Self-Healing Properties of
Graphene-Thermopolyurethane Flexible
Conductive Films》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371423.X；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38

一种双重发电的一体式感应

洗手盆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857749.3；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6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39 脑控机械臂遥操作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上已出刊《面向机

器人的抓取的物体三维位置和姿态识别》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智能城市》上已用稿《基于稳

态视觉刺激的脑控机械臂系统设计》论文 1篇；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1483165.0；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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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0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农业大棚

数据溯源方法及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Engineering (MLISE)》上已出刊《The
Agricultural Greenhouse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IoT and SSM Architecture》论文 1 篇；

2. 2021 年（第 14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2021 年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2021 年“华资杯”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国家二等奖、广东省一等奖、广东省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8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2

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减压健

康低卡”软糖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产品加工》上已出刊《不同

方法提取酸枣仁皂苷A的比较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0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3

鸽致病菌的分子鉴定及其益

生菌防治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畜牧科技》上已出刊《鸽

细菌性致病菌的分离及鉴定》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10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4

天然表面活性剂茶皂素的绿

色制备及表面活性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用稿《含水乙

二醇微波提取茶油麸中茶皂素的工艺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71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5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 95 后

大学生网民信息选择偏好差

异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高校网

络舆情事件中 95 后大学生网民信息选择偏好

差异调查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1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6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下的仁

化县红山镇的茶文化资源产

业竞争力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业科学实验》上已出刊《乡

村振兴背景下文化资源产业化问题及对策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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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7

农村小学生下午放学后照护

问题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社会科

学》上已用稿《农村小学生下午放学后照护问

题研究——以珠三角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1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a0748

基于机器学习的压力传感器

健康诊断及预测模型设计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2021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EP LEARNING
TECHNOLOGIES》上已出刊《A Model for
Pressure Sensor Health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Using a LSTM Algorithm》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基

于机器学习的压力传感器故障诊断及剩余寿

命预测模型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1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49

模块化单车电磁脉冲助力装

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码设计》上已出刊《基于

JY01 直流无感驱动电路的新型模块化轴向双

定子电动机的设计与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交流》上已出刊《基于电

磁脉冲的便携式自行车助力装置的设计与研

究》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1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0 多用途复合翼无人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航班》上已用稿《尾座式

双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气动特性分析》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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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1

基于 MATLAB/SIMULINK
的筏式海浪发电装置的建模

与仿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048677.3；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1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2

玉米秸秆吸附剂的制备及其

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化工新型材料》上已用稿《玉

米秸秆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水溶液中 Pb2+的
吸附性能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0215734.7；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1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3 蜻蜓翅涡系数据库的建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上已出

刊《Visualization of Vortices Generated by
Flapping Wing Device by Schlieren Method》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72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4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垃圾分

类方案优化研究——以珠海

市香洲区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Publishing Ltd》上已出

刊《Research on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2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5

基于“一村一品”乡村振兴策

略下的岭南茶文化传播研究

——以潮州市浮滨镇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乡村科技》上已出刊《高校学

生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探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福建省茶叶协会》上已用稿《基

于“一村一品”乡村振兴策略下的岭南茶文化传

播研究——以潮州市浮滨镇为例》论文 1篇；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72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6

医护人员组织公平感和组织

认同感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E3S Web of Conferences》上已

出刊《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rsing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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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三甲医院的实证

分析

学术论文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Highlighted by
COVID-19》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每日汇报》上已用稿《调研显

示“公平感、认同感”偏低影响护士群体工作投

入》论文 1 篇；

72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7

“互联网+公益组织+学校”的
山区扶贫模式探索实践——
以云南昭通市、海南扶贫实

践项目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农村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探索——基于云南省昭

通市鲁甸县火德红镇及周边村落》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72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8

中小学校培养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体系的研究——以广东

省珠海市中小学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上已出

刊《国内外中小学核心素养体系现状的对比与

评定——以北京市、广州市和珠海市部分中小

学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求知导刊》上已用稿《中外学

生核心素养体系现状的对比与评定》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2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pdjh2020b0759

新时代下高校学生干部成长

体系一体化模式构建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交际》上已出刊《新时代

高校学生干部培养路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26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0
基于数据总线技术的模块化

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用稿《一种

can 总线技术机器人底盘设计》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一种可重

构模块化无人车设计》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27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1
基于 RTK 定位技术的具有

续航功能的无人机快递包裹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729134；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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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驳柜 2. 制作实物 1份；

728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2
基于人工智能的模块化

AGV 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视技术》上已出刊《AGV
小车无线充电电路改进与仿真》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29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3
多西他赛 PH 敏感型长循环

脂质体的制备及对癌细胞的

作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用稿《多西他

赛体外 HPLC 检测方法的建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30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4
不同碳源对提高桦褐孔菌液

体发酵产物的抗氧化活性的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已用稿《碳

源对白桦茸菌丝体生长及多糖活性的影响》论

文 1篇；

2.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组三等奖－学术论文类；

审核通过

731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5
大学生性教育现状的调查分

析及探讨——以珠海市金湾

区大学生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用稿《大学

生性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32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6
高校创客通用 KPI 指标体系

评估方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上

已出刊《基于 KPI 指标体系的高校创客绩效考

核管理机制和实践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33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7

区域旅游一体化视角下粤港

澳大湾区红色旅游开发策略

的研究——以珠海万山群岛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西部旅游》上已用稿《区域旅

游一体化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旅游开发

策略的研究——以珠海万山群岛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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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珠海科技学院 pdjh2020b0768

全国创新创造类社团管理方

法创新———基于 6S 管理

与物联网 技术

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创客空

间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科技创新》上已出刊《6Sj
精益化管理模式下的创客空间研究与实践

——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35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a0769
“Pierce-X”－－基于毫米波

技术的高效率搜救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717143.6；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36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a0770
基于深度学习的 Arm-Linux

嵌入式无人机开发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2022 年自动驾驶与无人机技

术国际学术会议（ICSUT 2022）》上已用稿

《UAV Dynamic Tracking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Arm-Linux Embedded Platform》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专

项赛：优秀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37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a0771
基于 SQP算法的超角度四轮

轮毂电机驱动容错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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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a0772
基于区块链的肉鸽质量安全

追溯技术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上已出刊《Network Data Security
Sharing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e》上已出刊

《Traceability algorithm of meat pigeon quality
and safety based on cooperative sensing tracking
and recognition》论文 1 篇；

3. 在 SCI/EI 期刊《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e》上已出刊《Whole
process tracing model of pigeon quality in block
chain environment》论文 1 篇；

4. 在核心期刊《湖北农业科学》上已出刊《基

于生产链视角的肉鸽食品质量控制系统研究》

论文 1 篇；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292685；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382959；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292738；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292694；
9.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739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3
动态环境中 ros 移动机器人

的路径规划方法及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IEEE Computer Society》上已

出刊《Robot path guidance algorithm based on
compoun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40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4 基于毫米波技术和的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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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 技术车辆安全及预

警系统

2. 2021 年 iCAN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华

南赛区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741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5
基于机械摆块的环保波浪能

发电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3319139.2；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742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6
基于联合条件互信息挖掘的

数据并行聚类算法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用稿

《基于连续细节特征分解的数据并行聚类挖

掘算法》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430571；

审核通过

743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7
基于节点拓扑感知的异构网

络数据动态重构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出刊

《基于压缩感知的异构网络数据动态重构算

法》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用稿

《基于相空间融合的异构网络数据动态拓扑

重构技术》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44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8
基于动态数据压缩的无线传

感网数据重构模型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上已出

刊《基于动态压缩的无线传感网数据重构模型

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信息技术》上已用稿《基于多

维相空间重构的无 线传感网数据压缩》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JPCS)》上已用稿《Data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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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non stationary filtering》论文 1篇；

4.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0SR0504625；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745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79
一种通过对人类动作行为进

行分析预判的智能安防系统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学术会

议（ICBDMA2021）》上已出刊《Warning of
target attitude of crowd in closed area Based on
CNN and Clustering Algorithm》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46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80
基于“ECIRM 战略模型”的
田园综合体经济调研分析

——以广州市增城区乡丰农

场为研究对象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上已出刊《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illages-Take the
Design of XiangFeng Pastoral Complex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广东赛区省级选拔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747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81

基于 VRIO 模型的“动漫+古
镇”产业融合发展调研分析

－以广州市沙湾古镇为研究

对象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对外经贸》上已出刊《基于

VRIO 模型的中国古镇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以广州市沙湾古镇为例》论文 1篇；

2. 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创业大赛：项目创新奖；

审核通过

748 广州华立学院 pdjh2020b0782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文

化发展现状以及未来战略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 年数字经济与计算机应

用国际学术会议 (DECA 2021)》上已出刊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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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增城小楼镇为例 学术论文 《Prediction model of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_x0002_A case study of
Xiaolou Town Zengcheng》论文 1 篇；

749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a0786
全自动柔性 5G 通讯基站盒

导电胶点胶系统设计及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设备工程》上已出刊《基

于图像处理的火灾探测报警》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 2113 012019》上已出刊《Design of
Intelligent Parking Control System》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2021 年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暨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第五届“大创杯”创客梦想秀：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50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87
一种节能间歇式厌、好氧一

体 MBBR 污水处理设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东莞理工城院教育》上已出刊

《MBBR 污水处理设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效果探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

科技竞赛：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51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88
粤港澳大湾区雨洪资源化管

理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物业杂志》上已出刊《社

区公园雨洪管理体系构建研究——以大草坊

社区公园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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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普通期刊《中国商业》上已出刊《基于海

绵城市理念的大学校园非正式学习空间设计》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商业》上已出刊《基于雨

洪管理的东莞市大草坊公园设计》论文 1篇；

752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89
整体式纳米二氧化钛复合光

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降解印

染废水的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生物质

炭复合材料 TiO2/C 的一步制备及光催化性

能》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第五届“大创杯”创
客梦想秀大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753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90
微波——过渡金属氧化物活

性板对印染有机废水的降解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东莞理工城院教育》上已出刊

《微波——过渡金属活性板对印染废水降解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54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91
优化国际语言环境，提升湾

区形象－－大湾区国际语言

环境满意度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已出刊《公

示语英文译写与城市国际形象构建》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已出刊《国

际语言环境背景下大学生外语素养现状及提

升策略》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755 东莞城市学院 pdjh2020b0792

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省渔业

转型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

——以佛山市顺德区渔业的

养殖加工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价值工程》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背景下现代渔业转型升级的现状与 对策分

析——以佛山市顺德区渔业的养殖加工为例》

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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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银奖；

3.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金奖；

756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3
基于 5G 融合北斗及物联网

技术的室内室外物品定位系

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 3rd Aisa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Engineering(ACAE 2021)》上已出
刊《Indoor and outdoor positioning system for
Beidou fusion 5G》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110609052.9；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57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4
基于 5G 的无人机立体空间

组网云 AI 的大数据处理构

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 3rd Aisa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Engineering(ACAE 2021)》上已出
刊《Analysis of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needs
and discussion on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777616.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793863.4；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58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5
老年人前庭功能与跌倒风险

的关系以及相关评估参数的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老年医学杂志》上录用《半
规管功能损伤对老年人步态平衡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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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6

关于决胜三大攻坚战背景下

的新农村示范片建设的创新

思路研究——以广东省汕头

市九溪澳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用稿《滨

海旅游业助力九溪澳乡村振兴优化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用稿《基

于产业兴旺视角的乡村振兴发展思路研究

—— 以九溪澳村水产养殖业为例》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用稿《农

村电商对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60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7
基于两步移动搜寻法的广州

市长者饭堂空间布局合理性

调查——以越秀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特区经济》上已用稿《基于两

步移动搜寻法的长者饭堂空间布局合理性研

究——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61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8
农村脱贫后可持续发展的对

策研究——基于东莞麻涌镇

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乡

村旅游产业脱贫不返贫绩效评价——基于东

莞市某镇调研》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62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799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活

态传承研究——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广州榄雕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物鉴定与鉴赏》上已出刊《广

州榄雕生产性保护实践》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63 广州新华学院 pdjh2020b0800

为未来而教：发挥共青团优

势，着力解决农村贫困地区

教师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基于梅州市 4县 10所乡村学

校“希望乡村教师计划”的跟

踪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春岁月》上已出刊《农村贫

困地区音体美教师资源的优化：困境与对策

——基于教育扶贫的视角》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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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a0807
基于 4G 的云端智能物联应

用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程师》上已出刊《Zigbee
与 433MHz遥控结合的智能家居灯控模块》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上已出

刊《基于 4G 的云端智能物联应用系统设计》

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449540.9；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062502.9；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86866.X；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65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a0808 单球自平衡移动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传感器与微系统》上已出刊《基

于模糊 PID的球平衡机器人控制器设计与仿

真》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071614.X；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071630.9；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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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a0809 水光微电网运行特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环境科学》上已出刊《本地负

荷不同容量比下风水孤网稳定性仿真研究》论

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767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0
视觉系统在低压铸造机器人

下芯中的设计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管理开发》上已出刊《水

冷机壳螺旋砂芯机器人手爪夹具设计》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6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1
一种钢芯铝绞线破损修复装

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视界》上已出刊《一种钢

芯铝绞线修复装置控制器的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微型电脑应用》上已用稿《一

种输电线路绝缘修复装置》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69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2
适应特种环境下视觉巡检机

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制造业自动化》上已出刊《管

道机器人差速转向控制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数字技术与应用》上已出刊《工

业管道内机器人通信技术的研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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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3 智能中医脉诊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通信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 STM32 的机器人基础教学平台研究与设

计》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085785；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71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4
基于人机交互的以物换物智

能设备的设计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管理开发》上已出刊《以

物换物智能设备结构的设计》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72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5
基于瞳孔识别算法的莲子头

部识别去芯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期刊》上

已出刊《一种改进的莲子头部识别装置》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73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6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配电房

巡检业务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上海市微型电脑应用学会》上

已用稿《基于 MR 技术的配电房运检系统的研

发设计》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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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7 智能教室节能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电工程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 STM32 与 Qt 框架的智能教室节能管理系

统》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机电工程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 ZigBee 与 MQTT 的控制系统》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75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8
电梯轿厢空气调节系统的开

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1277062.6；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225515.2；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342640.4；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76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19
5G无线通信的调制技术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5G
无线通信中关键调制技术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77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20
动力电池放电生热分析与电

池组散热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汽车》上已出刊《基于

Fluent 的单体锂离子电池热仿真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7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21
制度质量与人类发展水平的

关系研究——基于 21 个新

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制

度质量、FDI与人类发展水平——基于 22 个新

兴市场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79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22
高阅读量公众号推文标题特

征的研究

——基于神经网络词向量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闻研究导刊》上已出刊《微

信公众号高阅读量推文标题特征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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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pdjh2020b0823
基于复杂国际物流系统的智

能化跨境电商物流

路径优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场现代化》上已出刊《基于

复杂国际物流系统的智能化跨境电商物流 路

径优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81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4

盒已撑—校园外卖服务平台

+Alot助力餐厅线上线下经

营服务一体化聚合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基于

无服务技术驱动的新型数字化门店零售平台

—“盒已撑”小程序构建》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782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5

基于微信小程序和深度学习

推荐算法的校园社团服务平

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电信科技》上已出刊《通

过深度学习推荐算法进行活动推荐》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783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6

基于五感体验理论的室内生

态景观研究与实践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艺术教育》上已出刊《室内生

态景观设计实践与探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84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7

RPET服装再生面料在国潮

文化服饰品创意设计上的运

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纺工业与技术》上已出刊《广

式满洲窗结合 RPET再生环保面料在创意服装

中的运用》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85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8

广州市吕田镇村际联动乡村

振兴规划探究——以红色文

旅小镇为核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风景名胜》上已出刊《广州市

吕田镇村际联动乡村振兴规划探究——以红

色文旅小镇为核心》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86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

学院
pdjh2020b0829

美育教育在高校啦啦操训练

队团队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体育视野》上已出刊《美育教

育对加强啦啦操团队建设的作用》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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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1

基于微信 API 学生管理精

准推送信息系统研究

—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为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科技人才》上已出刊《基

于微信 API学生管理精准推送信息系统研究

——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继续教育》上已出刊《基于微

信 API学生管理精准推送信息系统研究》论文

1 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742138；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8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2

基于计算机图像识别的垃圾

智能化分类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出刊《基

于计算机图像识别的垃圾智能分类》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8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3

乡村振兴战略下粤东地区青

年创业问题探究－－以平远

县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上已出

刊《乡村振兴战略下粤东地区青年创业问题探

究——以平远县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9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4

广告社媒复合型卫生巾自助

售卖机设计及市场导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科研》上已用稿《广告社

媒复合型卫生巾自主售卖机设计及市场导入》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9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5

非遗传承视角下的粤剧文化

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展经济》上已出刊《非遗传

承视角下粤剧文化元素在文创产业的应用探

究 ——以创意餐饮行业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发明与创新（职业教育）》上

已出刊《粤剧文化元素在幼儿研学旅游产品中

的应用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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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6 国粹传承之路新探——非遗

广东汉剧进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精品》上已出刊《国粹广东汉

剧进高校之路新探》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文学天地》上已出刊《戏曲进

校园的意义与策略探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9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7

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教育价值

取向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一代》上已出刊《论广东省

农村中小学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

教育》上已出刊《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教育价值

取向研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79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b0838

故事教学活动对幼儿学习品

质影响的实验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 Series》上已出刊

《Research in the Use of Picture Book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Five Domain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青春岁月》上已出刊《故事教

学法在幼儿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与影响探析》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文摘》上已出刊《幼儿

故事教学法在幼儿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以智慧星少儿教育幼儿英语课程培训为

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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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3
高校学生干部线上培训服务

系统的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才智》上已出刊《基于团团爱

学习平台研究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的新模式》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11088698.8；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796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4
广东传统建筑装饰技艺的保

护与传承 -- 基于广东省湛

江市的现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四川建筑》上已出刊《北部湾

城市群传统建筑装饰技艺传承人与工匠保护

研究－－以湛江市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797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5
以市场为导向的空气凤梨杂

交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汉斯》上已出刊《室内观赏植

物的在家居中的养护管理——以空气凤梨为

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798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

游创新发展研究

——基于广州市大埔围村的

经验证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民致富之友》上已出刊《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和创新

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799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7
精准扶贫视角下非物质文化

遗产助力脱贫攻坚———以

广西靖西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河北教育》上已出刊《精准扶

贫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脱贫研究——
以广西靖西市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北农机》上已出刊《基于靖

西贫困县非遗产业精准扶贫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00 湛江科技学院 pdjh2020b0848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雷

州半岛地区古村落空间格局

形态和发展应用――以苏二

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建材科技》上已出刊《雷

州半岛地区古村落空间格局形态和发展应用

研究——以苏二村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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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3

民航飞机辅助检查无人机器

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课程

思政”教育在工程实训教学设计中的实践与探

索 ——以无人机专业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新丝路》上已出刊《行业应用

视域下的学生教育模式优化与分析 —以无人

机专业为例》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教工》上已出刊《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提升路径探究》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用稿《基于

无人机巡检的民航客机检查与影像分析探究》

论文 1 篇；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02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4

基于红外雷达的新型机场跑

道 FOD 检测系统的研究与

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D Detector for Airport
Runway》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出刊《Research on FOD
Detection System of Airport Runwa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二等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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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5

陶瓷材料 3D 打印关键技术

及其在机械制造领域的应用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0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6

探究高职院校内网数据安全

防护与实践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基于

终端扫描的分类分级存储方法实验研究》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 Computing》上已用稿《高校网络安

全问题研究与防御体系探索》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Sens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CDSIS 2021)》上已用稿

《高校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高职院校内网网络安全问题的研

究》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528170.5；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672990.0；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673015.1；
8.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528155.0；
9.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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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7

机器学习在航空发动机燃油

消耗研究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视界》上已用稿《民航节

油策略研究与展望》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视界》上已用稿《基于

BP神经网络的飞机爬升段燃油消耗模型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0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8

新时期高校新媒体平台运营

研究——以广东省高职院校

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窗》上已出刊《高校共青

团微信公众号平台思想引领探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07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79

民航院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现实路径研究——以

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科技》上已出刊《弘扬和

践行当代民航精神：民航院校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08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0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课程

思政”的时度效现状调查及

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全媒体

时代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和机遇》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文存阅刊》上已出刊《全媒体

时代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时度效现状调查及

对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09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1

“学习强国”平台在高职院校

班级党建工作中的运用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上已出刊《以“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为基础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创新策略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上已

出刊《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党

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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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883 智能立体车库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磁耦合谐振的立体车库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经济日报社》上已出刊《基于

STM32F103 的车辆外轮廓测量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财富》上已出刊《基于

PLC的两层升降横移立体车库设计》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113607.6；
5.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81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884

基于线粒体内活性小分子的

近红外荧光探针及其生物学

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Dyes and Pigments》上已出

刊《Rational design of the ratiometric fluorescent
probes for sulfur dioxide derivatives and the
study on the sensing performance of
cyano-containing groups》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812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6

基于深度学习的手势识别手

部康复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计算机测量与控制》上已出刊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手势识别康复系统研究

与应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计算机》上已出刊《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的手势识别人机交互系统的设

计》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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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7

祛痘活性成分绿色制备工艺

及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543057.1；
2. 第四届国际专利发明创新和新技术展览会

INOVAMAK2020：金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1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9 缓解疲劳系列泡腾片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出刊《越橘泡

腾片的研制及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20 1
0279885.9；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19 3
0569148.0；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19 3
0569149.5；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组二等奖、创业组二等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1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1

缩氨基硫脲衍生物的合成及

其生物活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两种缩

氨基硫脲衍生物的合成及其生物活性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81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2

亚文化营销的蓝海：弹幕广

告对消费者品牌认知的影响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消费者

对弹幕视频广告接受度的调查》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1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3

大学校园景观疏解抑郁情绪

功能的研究与产品化设计实

践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上已出

刊《大学校园景观疏解抑郁情绪功能的研究与

产品设计实践》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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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特等奖；

81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4

贫困度与资源禀赋度耦合下

粤东西北山区旅游精准扶贫

开发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旅游纵览》上已出刊《粤北山

区九峰镇乡村旅游开发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1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5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阵地

的活态传承与价值转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人文湾区背景下非遗传承与高校旅

游人才培养融通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820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6

“文旅+地理标志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增

城荔枝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上已

出刊《农文旅融合背景下增城荔枝文化旅游节

品牌提升策略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2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a0897

基于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及教学交互系统设计与

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08566.X；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371647；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371653；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产业命题赛道决赛银奖：2021
年 9月；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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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a0898

广东传统工艺美术代表性人

物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以

“三雕一彩一绣”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清华大学》上已出刊

《广东玉雕技艺的未来之路——来自平洲玉

雕市场的启示》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823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899

在非遗传承背景下竹编应用

于现代产品的创新设计与研

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61106.X；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东省分赛产业命题赛道：2021年9月；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24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0

大湾区背景下旅游门户网站

建设调查报告——以粤港澳

大湾区“9+2”地区旅游网站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站现状与问题研

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特区经济》上已用稿《浅析消

费者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站的需求》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825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1

广东省未充分开发旅游资源

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以

和平县及怀集县黑岩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业经济》上已出刊《古村落

村旅融合发展对策探讨 ——以世外桃源村为

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26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2

关于广东省人工智能在垃圾

分类中的应用调查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品牌与标准化》上已出刊《人

工智能在垃圾分类中的应用》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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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3

基于教育戏剧的农村小学教

育创新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玉文艺》上已用稿《戏剧教

育应用于农村小学学科教育的实践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28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4

“多元联动”、“层级推进”的
思政理论学习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画报》上已用稿《浅议“多
元联动”、“层级推进”艺术类学子思政理论学习

模式》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29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5

广东省中职学历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需求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与学习》上已出刊《广东

省中职幼儿园教师发展需求现状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上已出刊《广东省

中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30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6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岭南

文化对外传播途径及策略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教育（高校思想探索）》

上已出刊《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岭南文化

对外传播途径及策略》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934812；

审核通过

83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pdjh2020b0907

增强职业院校团组织、学生

会、学生社团的工作合力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年轻人·青少年思想研究》上

已用稿《增强职业院校团组织、学生会、学生

社团的工作合力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 261 -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832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08

一种自动套袋打包的新型智

能垃圾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字技术与应用》上已出刊《一

种自动套袋打包的新型智能垃圾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34961.X；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099999；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校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优胜

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3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09

共享环保快递包装循环系统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上已出刊《基于产教融

合的信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施路径选择》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大学》上已出刊《双创大赛视

域下高职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312414.9；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314642.X；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192535；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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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金奖；

9. 制作实物 1份；

83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10

Dreamsleep 智能眼罩——非

药物类睡眠改善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1003942.X；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首届广东巾帼创新创业邀请赛：银奖；

4.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835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1 一种不伤眼的早教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已出刊《自

动翻页式幼儿早教机》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0597525.6；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836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2 畜牧环境智能检测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451450.X；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446826.8；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446880.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446922.2；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193735.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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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制作实物 1份；

83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3 一种新型自动推送式售货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上已出

刊《一种基于自动推送货物机构的售货机》论

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7份；

审核通过

838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4 智能多用途婴儿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943447.3；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 2
0942274.3；
3.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839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5

基于磁路智能控制的汽车永

磁发电机开发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United States》上已出

刊《A permanent magnetic brushless generator
with magnetic circuit control》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158036.X；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113201.3；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027308.9；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06201.5；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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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455963.4；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 2
0236979.3；
9.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三等奖；

840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6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伪造图

像取证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消费导刊》上已出刊《基于

SIFT 和径向谐波傅立叶矩的复制篡改检测融

合算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41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7 5G系统腔体滤波器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声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HFSS 的 5G 系统腔体滤波器的设计与仿真》论

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42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8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

新模式研究——以广州市南

沙社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红豆教育》上已出刊《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模式－－以南沙社区

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19

大国攻坚决胜 2020 背景下

的精准扶贫状况调查报告

——以雷州市乌石镇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红豆教育》上已出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以乌

石镇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4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0

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州建设枢

纽型网络城市中的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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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1

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情怀调

研及培育路径探索——以广

东地区高职院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用稿《新

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情怀现状调研及教育路径

探索》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46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2

制度环境与创新型企业创新

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科技型小

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4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23

一种具有促进儿童髋关节头

臼塑形的训练器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程师》上已出刊《一种

具有促进儿童髋关节头臼塑形的训练器的研

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585589.1；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191731.6；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赛获得三等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4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24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基

于 1245 份来穗国际友人的

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天地》上已出刊《来穗外

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现状分析： 基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视角的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作家天地》上已出刊《讲好中

华文化故事，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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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25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人

才职业能力需求研究－－基

于广 州、东莞地区中小型企

业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教学论坛》上已出刊《基

于企业需求的高职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研究》论

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172457；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85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6

嵌入式铝型材挤压模结构的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轻合金加工技术》上已出刊《一

种半空心铝型材嵌入保护式分流模结构》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5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7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技术产线仿真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EEE》上已出刊《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roduction line simulation
platform based on 89C51 Microcontroller》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15470050；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5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8

基于夜光遥感的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发展时空格局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测绘通报》上已出刊《基于

DMSP-OLS 和珞珈一号夜光遥感影像的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736054；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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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29

农产品主产区农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评价及其生态风险评

价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上已出刊《山地水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

重金属来源解析》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地统计学土壤重金属背景值研究及评价》论

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2020 易智瑞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

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85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30

互联网 A+时代电子产品使

用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清华同方光盘电子》上已出刊

《互联网 A+时代电子产品对大学生身心健康

影响》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清华同方光盘电子》上已出刊

《新冠疫情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85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31

一带一路背景下，潮州木雕

“走出去”的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北方经贸》上已出刊《“一带

一路”建设下潮州木雕走出去现状探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业》上已用稿《 一带

一路背景下，潮州木雕走出去面临的困境及模

式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5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32

粤西地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以广东

高州木偶戏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艺生活杂》上已出刊《粤西

地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以广东高州木偶戏为例》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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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0933 多人机交互方式智能轮椅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浅

谈多人机交互方式智能轮椅的设计与应用》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多

模态人机交互智能轮椅的设计与研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52559.1；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52564.2；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53580.3；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41320.0；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50031.7；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830162.3；
9.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10. “建行杯”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1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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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4
无意识设计－－家用落地灯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光源与照明》上已出刊《室内

环境中照明的情感化设计探讨》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514299.9；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342002.6；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513594.2；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59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5
具有智能提醒功能的老年包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协论坛》上已用稿《具有智

能提醒功能老年包的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78662.9；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

生创业计划大赛：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60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6
基于 DW1000电磁波精准定

位技术的高尔夫智能小车设

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无线互联科技》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改进的 AD-Census 立体匹配算法

实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集成电路应用》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 DW1000 电磁波精准定位技

术高尔夫小车设计》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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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7
基于三维视觉的工业机器人

智能上料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用稿《基

于结构光的钢板缺陷检测系统》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90029.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9011.4；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89840.1；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035011；
6. 广东省高职技能大赛：广东省一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6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8
基于自适应技术的自动驾驶

系统研究与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集成电路应用》上已用稿《基

于 STM32 嵌入式应用系统图形颜色识别》论

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181396.6；
3.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二等

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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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39
生物质交联剂对植鞣皮革的

防染及图案设计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四川西部皮革》上已出刊《可

机洗高日晒牢度夹心植鞣皮革的制备研究》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3
0735406.0；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3
0735413.0；

审核通过

864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40
三维还原氧化石墨烯凝胶关

于染料降解的材料制备及应

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三维还

原氧化石墨烯凝胶染料降解的材料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65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41
平洲玉文化的创新与应用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产业》上已出刊《平洲玉

文化的创新与应用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388139.4；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387455.X；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387471.9；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平洲玉器街 2019 年文创设计大赛：二等奖

一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四个；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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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0942
文创产品设计视阈下的佛山

香云纱非遗活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流行色》上已出刊《佛山地域

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绯红”系列

首饰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明日风尚》上已出刊《文创视

野下非遗香云纱产品的开发路径》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牡丹》上已出刊《香云纱的艺

术表现及传承路径》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上已

出刊《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223508.4；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22350.5；
7.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223507.X；

审核通过

867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43

绿色高性能有机韧性纤维增

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成分组

成设计与制备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Lecture Notes on Data
Engineering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上已出刊《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Material Testing》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用稿《Study of
Fiber-Reinforced Cement Matrix Composit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上已用稿《Research on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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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论文 1篇；

4. 在 SCI/EI 期刊《CRC Press》上已用稿《The
safety impact of subway underpass on the
existing airport expressway》论文 1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212792040；
8.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9.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10. 制作实物 1 份；

868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4

一种可用于供水管道的智能

发电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某地水质检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69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5

土壤湿度感应控制型自动灌

溉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慧农业导刊》上已用稿《4.
土壤湿度感应控制型自动灌溉装置的设计与

实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智慧农业导刊》上已用稿《土

壤湿度感应控制型自动灌溉装置的设计与实

现》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079777.5；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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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6

基于物联网及小爱米家语音

助手桌面级 USB 风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广东省教育》上已出刊《基于

“攀登计划”项目的社团管理模式构建》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303774.8；
3.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03003774.8；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7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7

新型偏高岭土基地聚物轻质

高强多孔保温隔热材料的制

备及性能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上已用稿《Study on the
React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Trend of
Geopolymer Concrete》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建筑实践》上已用稿《新型轻

质高强多孔保温隔热建筑材料探讨》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7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8

基于 Unity3D 技术的跨海特

大型桥梁施工及其应用中的

病害预防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家园▪建筑与设计》上已出刊

《基于 Unity3D 技术的跨海特大型桥梁施工

及其应用中的病害预防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百科论坛》上已出刊《跨海特

大桥工程材料检测质量分析与控制》论文 1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82251；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71951；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82252；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7195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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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49

基于BIM的大数据压缩算法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2021 IEEE Int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Systems(ICPICS 2021)》上已出刊《Research on
Big Data Compression Algorithm Based on
BIM》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House Editorial Office》上已用稿《Analysis of
Huffman algorithm》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874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0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特殊儿童

美育实践设计研究—以清远

特殊学校“手拉手行动”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上海纺织科技》上已用稿《“瑶
摆生肖”文创产品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839864.X；

3. 第四届中国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87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1

青春的阵痛：社会支持网络

视角下潮汕地区校园霸凌问

题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法制与社会》上已出刊《社会

支持背景下校园欺凌行为的应对策略分析》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文学少年》上已出刊《基于社

会控制视角下的校园欺凌行为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76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2

基于精准扶贫理念的岭南乡

村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服务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名汇》上已出刊《基于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广东地区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77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3

大学生对直播平台的认识和

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与社会》上已出刊《关于

大学生对直播平台接触状况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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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878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4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院

校“工匠精神”培育现状的调

查研究——以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院校 “工匠精

神 ”培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一 以广东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879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55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挑战及对策研究

——以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协论坛》上已用稿《高职院

校扩招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常见问题及对策

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教育周报·教育论坛》上已用

稿《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80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57
适用于喷雾罐漆的体育场馆

全自动画线小车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全自动划线小车机构设计研究》论

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校赛：校赛金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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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60
基于 AI 图像识别的家庭监

护智能分析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1037928.9；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966490；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82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61
基于 STM32 的共享移动式

广告屏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软件》上已出刊《基于 STM32
的移动式共享广告屏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一种塑

料袋制造全流程智能柔性生产控制系统》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92377.7；
4.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8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62
基于大数据的海洋牧场环境

在线监测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995293.5；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520567；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赛

项：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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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63

数字化视阈下岭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策略研究——
以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

传统音乐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用稿《乡村振

兴战略下中山市五桂山文旅融合发展研究》论

文 1篇；

2. 广东省教育厅举办全省首届美育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88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a0964

快递包装绿色化现状与问题

调查——以广东省的数据为

样本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绿色包装》上已出刊《快递包

装绿色化现状与问题——基于广东省的调研

数据》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资源综合利用》上已出刊

《快递包装回收与再利用的激励机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物流技术》上已出刊《快递包

装的“互联网+”回收模式创新及实施策略》论

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包装工程》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 快递包装混合回收闭环供应链决策

与协调》论文 1 篇；

5. 在核心期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废旧快递包装回收最优激励

策略》论文 1篇；

6. 未录用（在审或返修）《快递包装绿色化调

查报告——以广东省的数据为样本》论文 1篇；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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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共四项）：一等

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88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65

新型多功能组合式家用护理

床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457296.0；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4.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广东

赛区预赛暨 第九届广东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一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8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66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药品

溯源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 科技创新导报》上已出刊《大

数据视域下药品智能溯源平台的研发与设计》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银奖；

4. 2020 年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

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8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67

软件技术特高专业群“就服

你”－让服装白穿还赚钱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579359；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海口分赛区：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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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68

基于深度学习的学情分析系

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上已出

刊《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行为识别系统》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出刊

《用于视频编码的低复杂度自适应环路滤波

方法》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89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69

基于 3D 打印的石墨钢复合

材料制备方法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Publishing》上已出刊

《Self-lubricating and Antif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dimensional
Cocontinuous Network Graphite Cast Steel
Composites》论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IOP Publishing》上已出刊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dimensional
Co-continuous Network Graphite》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89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70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的

文旅创意产业研究－以水上

婚嫁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调

研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漫旅》上已用稿《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依托的文旅创意产业研究－－以水

上婚嫁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调研为例》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532023.2；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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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013.6；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2020 年广科“互联网+”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89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0971

视频博客（Vlog）对大学生

群体自我呈现行为的影响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新通信》上已出刊《视频

博客（Vlog）对大学生群体自我呈现行为影响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89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72

建筑物内部火灾应急导航定

位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上已出

刊《建筑物内部火灾应急导航定位系统的研究

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技术创新》上已出刊《基

于 9轴传感器的智能轮椅的设计和实现》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428672.6；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94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3

一种基于涡流阻尼损耗原理

的高空缓降逃生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内江科技》上已出刊《高楼逃

生缓降装置研究综述》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14661630U；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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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4

全地形自走式气动修剪机的

设计与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已出

刊《果园电动修剪机剪切功耗影响因素的试验

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1001800.7；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810337134.0；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327506.4；
5.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 CAD
图形设计职业技能竞赛：机械类学生组全能二

等奖；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96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5

一种应用于煤矿井下应急救

援智能安全帽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微处理机》上已出刊《基于

RSSI 渐变模型的煤矿井下移动节点定位研究》

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272112.3；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986584；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97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6

基于TensorFlow平台的贴身

机器人保镖—小博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计算机时代》上已出刊《一种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 RSSI 与超声波的定位研

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261263.9；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130007738.1；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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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007742.8；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433844；
6. 制作实物 1份；

89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7

一种家用晾晒智能避雨防潮

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上已出

刊《一种智能凉晒避雨装置》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15023.8；
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899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8

基于激光雷达 SLAM全自动

装卸载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计算机测量与控制》上录用《基

于改进 T Bi-RRT 的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算

法》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546370.X；

3.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

能机器全景应用技术开发赛项：一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00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79

基于力学原理的杨桃运输包

装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9842940；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广东省教育厅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分赛：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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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0

不完全车联网环境下基于

MFD 的联网车最小覆盖率

确定方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物流科技》上已出刊《车联网

仿真实验平台搭建与参数校正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出刊《基

于宏观基本图和谱聚类的路网交通状态判别

方法与仿真》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交通信息与安全》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不完全车联网下基于 MFD 的联

网车最小覆盖率确定方法》论文 1 篇；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035381；

审核通过

902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1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数

据优化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舰船电子对抗》上已出刊《一

种减小同步正交网网间干扰概率的跳频表生

成算法设计与验证》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292413.9；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职教赛道：铜奖；

审核通过

90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2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

广州绿色办展模式的调查研

究－以广州琶洲展馆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环渤海经济瞭望》上已出刊《新

契机·新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的绿色

会展》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循环经济

下绿色办展新模式的特色构建——以广州为

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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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83 幼果套袋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幼果套袋

机的产品市场价值分析》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905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84

水管减荷防漏智能控制系统

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1755641.5；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06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5 水果采摘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西农经》上已出刊《便携式

水果采摘装置的市场调研及设计思路》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业》上已出刊《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韶关市九峰镇特色农业产

业 SWOT分析》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907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6 可视远程智能喂养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307473.7；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08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7 学生社团及活动管理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021832.2；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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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907.7；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1 3
0021831.8；
4. 制作实物 1份；

909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88

高校文化创意产品营销推广

研究与应用－－以广东松山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办公自动化》上已出刊《“互
联网+”背景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社团与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办公自动化》上已出刊《高校

文创产品新媒体营销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办公自动化》上已出刊《基于

SWOT 分析的高校文创产品开发营销策略研

究——以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故宫文

创产品网络营销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基于图

片设计的淘宝店铺广告营销探究》论文 1篇；

6.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互联

网+”背景下高职电商专业“短视频+直播”创业

路径研究》论文 1篇；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91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989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功率预测

的多机组网光伏并网微逆变

发电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研究》上已用稿《基

于 BP神经网络的光伏电站短期发电功率预

测》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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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5. 制作实物 2份；

911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0

电梯安全回路故障排除智能

实训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研究》上已出刊《电

梯安全回路故障排除智能实训平台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12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1

基于物联网架构的新型室内

有害气体系统研究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0-06-02 由广东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签批， 批示：广东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校团委签订项目合同；学校主管

领导同意按照专项资金支出；2021 年 12 月完

成财务报账流程；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91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2

构建基于云平台的 LNMP集

群架构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导报》上已出刊《基

于云平台的 LNMP 集群架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14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3

广东省职教城（清远）教育

资源共享的实践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研究》上已出刊《广

东省职教城（清远）教育资源共享的实践研究》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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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广东省职业教育城（清远）教育资源共

享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论文 1 篇；

915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4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共青

团组织参与高校治理的路径

调查研究——以校园跑腿服

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程技术研究》上已用稿《国

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共青团组织参与高校治

理的路径调查研究报告——以校园跑腿服务

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16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5

岭南饮食文化景观谱系的构

建及其旅游开发价值——基

于文化自信的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全域旅

游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开

发与研究——以国 家级特色小镇肇庆回龙镇

为例》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1810499153.3；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295563.0；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2020 广东省“众创杯”创新创业大赛之技能

工匠争先赛：粤菜师傅卓越创意奖；

审核通过

917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996

基于“绿色物流”的快递包装

回收模式研究——以广州地

区高等院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全国流通经济》上已出刊《基

于“绿色物流”的快递包装回收模式研究－－以

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1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a0997

VR 视角下基于深度学习的

工业机器人虚拟实验及学生

实训考评画像研究与系统开

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码世界》上已出刊《工业机

器人虚拟现实仿真实训系统研究与开发》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长江信息通信》上已出刊《基

于 Unity3D 的机器人物料搬运 VR 仿真系统开

发》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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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VR 虚

拟现实技术在三维游戏设计中的开发实现》论

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无线互联科技》上已用稿

《Unity3D 游戏场景中人物角色动画的设计分

析》论文 1 篇；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11925；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44019；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98202；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558222；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558223；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国作登字

2021-I-00240496；
1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1679618.X；

1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558223；
1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国作登字

2022-I-10027008；
1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582365.0；
1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二等奖；

1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省级铜奖；

17. 制作实物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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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a0998

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资源

配置困局及破解研究——基

于广东 16个市县 239位教师

的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上已用稿

《“互联网 ”为乡村教师信息素养的提高带来

机遇和挑战》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92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0999
桑芽菜复合固体饮料及其生

物材料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261648.1；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国际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7份；

审核通过

92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000
以八月瓜为原料的系列化妆

品的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食品》上已用稿《八月瓜

原料的开发》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校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

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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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001
基于大数据技术分析农产品

在电商平台的价格影响因素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上已出

刊《基于用户画像的农产品电商平台的设计和

实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世界热带农业信息》上已用稿

《大数据背景下气候与农产品产量研究》论文

1 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883764；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470795.6；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国作登字

2021-I-00214484；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7.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一等奖；

审核通过

92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002
大高良姜提取物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抑菌活性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饲料工业》上已出刊《大高良

姜抑菌成分提取工艺优化及稳定性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中成药》上已出刊《不同萃取

头分析大高良姜挥发性成分效果比较》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42156.3；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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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003
产教融合背景下岭南文创产

品 IP文化赋能调查

——以潮汕抽纱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

省赛银奖：银奖；

审核通过

925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a1005

牡蛎酶解液腥味成分鉴定及

新型生物脱腥技术应用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工业》上已出刊《水解度

对牡蛎酶解产物功能特性和抗氧化活性的影

响》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食品研究与开发》上已出刊《牡

蛎挥发性风味成分研究进展》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449916.2；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26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06

舒肽漱口水—一款新型抑菌

漱口水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用稿《一款基

于设计杂合肽的新型抑菌漱口水研发》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27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07 苍芷通鼻喷雾剂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715043.X；

2.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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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08

水产品中非法使用镇静剂苯

巴比妥快速检测试纸条的开

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用稿《纳米材

料在食品安全多残留免疫层析检测中的应用》

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出刊《胶

体金免疫层析法定量检测鱼和虾中苯巴比妥

残留》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上

已出刊《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食品专业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论文 1 篇；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2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09

桃果实β－胡萝卜素羟化酶

基因的克隆及表达分析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分子植物育种》上已用稿《桃

果实β－胡萝卜素羟化酶基因的克隆及表达模

式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30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0

牛肉制品核酸提取技术及快

速鉴定技术的优化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业科学》上已出刊《 一

种牛肉检测的荧光实时定量方法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31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1 姜黄素复合物泡腾片开发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东化工》上已出刊《水溶性

姜黄素制备工艺的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36658.6；
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广东

省决赛：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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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3

“互联网+”背景下养老服务

与大学生社会实践融合的路

径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百科知识》上已出刊《“居家

养老”下我国养老配餐创业的 pest 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区块链思维下高校参与社区养老“时间

银行”模式初探——以‘共益堂’项目为例》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教育现代化》上已出刊《养老

服务融合大学生社会实践的 SWOT 分析》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科技经济导刊》上已出刊《基

于养老配送餐的大学生公益创业探索与实践

——以广药职“新厨定义”项目为例》论文 1 篇；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第六届“互联网+”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

比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审核通过

93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4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大学生虚

构网络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

——以 G市 S职业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论刊》上已出刊《论虚构

网络交易行为的模式解构与规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上

已出刊《青年群体追星行为解析与价值观引导

策略》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34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5

传统文化视域下我国临终关

怀发展现状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传统文化视域下我国临终关怀发展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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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现状探究》论文 1篇；

935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a1016 全自动云平台测斜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资讯》上已出刊《全自动

云平台测斜仪研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838989.4；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5.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入围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36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a1017

基于 Huawei LiteOS 的物联

网智慧养殖场系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天津科学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 Huawei LiteOS 物联网智慧养殖场系统的设

计》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75341；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375594；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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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18

生态智慧用水系统开发与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生态智

慧用水系统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38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19 植保园丁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72799.5；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省分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39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0

生命守护神－－医疗机器人

助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已出

刊《一种三维搬运机器人及其控制系统设计》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校赛：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4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1 多功能智能吸顶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1480643；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1930154466.0；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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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2 汽车智能降温设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已出刊《汽

车智能降温设备研发》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889118.5；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铜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6.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4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3

斟杯式多品种饮料供应机器

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1188563.7；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02365.6；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02349.7；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19286.6；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13600.x；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19269.2；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19255.0；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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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广东省赛：银奖；

9. 制作实物 4份；

943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4

基于 Visual-SLAM技术的智

能配送机器人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一代》上已出刊《基于单片

机的机器人小车实验平台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69593.2；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69607.0；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60449；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958477；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7.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高

职组）：广东省一等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44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5

应变式传感器温补测试记录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工业控制计算机》上已出刊《应

变式传感器温补测试记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45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6

热柱吸液芯结构优化设计及

成形控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重庆理工大学》上已出刊《The
research of adhesive force between copper fiber
and micro-groove wall of heat column wick》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119269.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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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7

河流生态修复视角下的河流

蜿蜒弯曲流动平面形态特性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价值工程》上已出刊《水流蜿

蜒弯曲起弯点变化规律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珠江水运》上已出刊《水

流蜿蜒弯曲流动平面形态特征要素变化规律

研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94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8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软土蠕变

特性试验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上已出刊《汕尾陆丰软土工程特性探讨》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48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029

新时期消费扶贫的主要问题

及建议措施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上已出刊《乐昌市消费扶贫存在问题及对

策刍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49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0

构建低空安全的可视化三维

空中走廊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公安科技》上已出刊《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无人机+”引发的思考》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公安教育》上已用稿《对无人

机反制系统的思考》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化学工业》上已出刊《无人机

组装调试与检修》论文 1 篇；

4. “宇视杯”全国高职院校安防技能竞赛：二等

奖；

5.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950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1 禁毒教具包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050008.X；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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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930647562.9；
3. 制作实物 1份；

951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2

计算机在痕迹检验技术中的

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基于

方向向量和稀疏表示的运动目标跟踪算法》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952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3

图嵌入的局部保持投影算法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一种新

的特征融合人脸分类方法》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计算机》上已出刊《一种

基于深度特征和 KNN 随机森林的无失真图嵌

入方法》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上已出

刊《一种公共法律服务智能语音数据管理系统

的设计》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53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4

“区块链+RFID”赋能食品溯

源平台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农业工程》上已出刊《“区块

链+物联网”助推食品供应链溯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教育信息化》上已出刊

《“区块链+AI”助力高校学生评价体系研究》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上已出

刊《区块链助力电信网络反欺诈协同治理》论

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通信技术》上已出刊《系统论

视域下“区块链+5G”生物安全战略分析》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食品工业》上已用稿《基于区

块链的食品安全监管大数据平台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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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35

并发症分类在医疗损害司法

鉴定应用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上已出刊《医疗纠纷鉴定视角下并发症

分类问题的探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上已出

刊《45 例手术并发症致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

法鉴定回顾性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55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a1092
建成环境下久坐人群体力活

动与健康自我干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上已出刊

《运动激活骨骼肌卫星细胞：增龄性肌衰减症

及肌肉损伤修复的 运动预防和治疗》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956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93
“聚梦云”大学生创意项目交

易共享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聚梦

云”大学生创意项目交易共享系统设计与实

现》论文 1 篇；

2. 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省分赛广东青年职业学院校赛：铜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57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94
互助式校园微创业平台：“青

文创”小程序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创业大赛：项目创新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58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37
广州幼儿编程教育的实证研

究——以花都幼儿园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科学教育》上已出

刊《美国 KIBO机器人课程的实践分析与改进》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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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普通期刊《教育信息技术》上已出刊《幼

儿编程教育现状调查研究——以广州市花都

区幼儿园为例》论文 1篇；

959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39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

学生事务管理育人模式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研究》上已出刊《“双高

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班主任助理发展及对策

——以广东行政职业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上已出刊《“双
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管理育人质量提升策

略》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时代教育》上已出刊《“双高

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探

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教学与研究》上已出刊《“双
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网络思政课程育人模

式探究》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文化学刊》上已出刊《高职教

育传承与创新地方文化的路径探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60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0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教育信

息化的城乡差异现状与影响

因素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科学教育》上已出

刊《城乡青少年数字素养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对

策研究 ——以手机使用功能为研究对象》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大众·科学教育》上已出

刊《高职院校大学生数字素养鸿沟现象研究与

对策分析》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广东教育》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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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研究——以粤西地区为例》论文 1篇；

961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共建共

治共享机制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学通报》上已出刊《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认知分

析——基于广州市炭步镇的调查》论文 1篇；

2. 未投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共建共治共享机

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汕尾

市为例》论文 1 篇；

3. 未投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共建共治共享机

制实践研究——以河源市A村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62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2
高职毕业顶岗实习评价的问

题探究——基于绩效评估视

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上海商业》上已出刊《校企合

作下人才顶岗实习进阶管理探讨》论文 1篇；

2. 未投稿《高职毕业顶岗实习评价体系的构

建》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63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3
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规

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作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用稿《基

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规民约的作用机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964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4
流动的服务：城市农民工公

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以

广州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理论观察》上已出刊《以文化

认同促进广州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65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45
协同治理视域下广州高校食

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花都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管理信息化》上已出刊《协

同治理视域下广州高校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

升策略研究——以花都高校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资源综合利用》上已用稿

《光盘行动背景下广州高校餐厨垃圾治理现

状调查研究——以广州高校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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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97
高职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识

别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高职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识别机制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高职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识别机制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高职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识别机制研究》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高职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识别机制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67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

院）

pdjh2020b1098
基于社会资助对“扶贫－教

育－就业”三位一体互助模

式展开的探究路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世界家苑》上已出刊《基于社

会资助对“扶贫－教育－就业”三位一体互助模

式展开的探究路径》论文 1篇；

2. 在 2020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广东

省分赛广东青年职业学院获得铜奖：铜奖；

审核通过

968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46

“健康中国”背景下网球运动

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上已出刊《健康中

国视域下网球运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实

验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文体用品与科技》上已出刊《构

建以体育游戏为主导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69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47

广东冰雪运动消费市场的分

析与未来发展趋势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产业》上已出刊《广州冰

雪运动场馆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体育风尚》上已出刊《广东冰

雪运动消费市场的分析与未来发展趋势》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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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48

珠三角体育类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产业现状及市场发

展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炎黄地理》上已出刊《珠三角

体育类非遗文化符号之构建——以佛山醒狮

和深圳鱼灯舞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时代报告》上已出刊《珠三角

体育类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动作特点与发展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71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49

互联网时代下大湾区热门休

闲体育项目进社区的可行性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上已用稿《互联网

时代下休闲体育项目进社区可行性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72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50

扶贫视角下粤山区农产品利

用快手抖音短视频销售渠道

销售现况调查研究－－以广

东茂名信宜钱排镇三华李销

售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西社会科学报刊社》上已出

刊《粤山区农产品利用快手抖音短视频销售渠

道销售现状研究－－以广东茂名信宜钱排镇

三华李销售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73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51

‘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小
篮球’运动发展状况与对策

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上已用稿《珠三角

地区“互联网+”背景下小篮球运动发展现状分

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当代体育科技》上已用稿《“互
联网 +”大数据背景下小篮球运动发展现况与

对策研究——以 珠三角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74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52

基于“易班”平台校本化建设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

建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文摘》上已出刊《新形

势下易班“校本化”建设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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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53

广州市业余羽毛球俱乐部经

营现状与“互联网+”应用融

合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灌篮》上已出刊《广州市业余

羽毛球俱乐部经营现状“互联网+”与应用融合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76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pdjh2020b1054
三维水墨动画创作与应用研

究——以古诗题材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美术文献》上已用稿《二维插

画作品三维可视化设计创作实践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艺术评鉴》上已用稿《微表情

在三维动画角色表演中的处理与应用》论文 1
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

2020-F-00139215；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1-F-00233162；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黔作登字

2021-F-00233023；

审核通过

977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pdjh2020b1055
广州历史文化街区传承保护

与创新开发策略调查研究

——以启明社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春岁月》上已出刊《广州历

史文化街区传承保护与创新开发策略调查研

究——以启明社区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78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pdjh2020b1056
虚拟现实（VR）微电影的创

作教学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天津电子出版社》上已出刊《浅

谈 VR 虚拟现实模式下的影视制作实践教学》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79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pdjh2020b1057
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

展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上已

用稿《艺术类高职院校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

障体系的建设与探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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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普通期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上已出刊《简论艺术类高职院校语言表演类课

程思政化评价》论文 1篇；

980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058

00后女大学生的性现象及婚

恋态度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上已出刊《基

于内隐性态度研究的女大学生性教育现状与

建议》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81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59 回收喵二手智能回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高校旧物智能回收市场可行性的分析——以

回收喵二手智能回收系统》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8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1

基于脸部姿态三维识别的智

能督学辅助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型工业化》上已出刊《人脸

识别在学习专注度监控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江苏科技信息》上已出刊《基

于人脸识别的智能督学辅助系统研究与设计》

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83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2

当代大学生消费观与理财意

识的联系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研究导刊》上已出刊《加

强理财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消费行为》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84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3

广州市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

及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上已出

刊《广州市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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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5

基于回归模型的旅游服务业

女性职业发展阻碍因素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吉林省现代营销》上已出刊

《 基于回归模型的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

阻碍因素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86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6

高职女大学生礼仪素养第二

课程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以广东女子职业学院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公关世界》上已用稿《高职女

大学生礼仪素养第二课堂教育情况调研》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87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7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

设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河北教育》上已出刊《新时代

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设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88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8

始成年期女性的性心理调查

分析与自我保护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心理月刊》上已出刊《始成年

期女性心理调查分析与自我保护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89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a1069

在线式智慧水产养殖疫情监

测及预防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上已用稿《在线式智慧水产养殖疫情监测

及预防控制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8222344503；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446409；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71142；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71134；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8.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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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省级铜奖；

9. 制作实物 1份；

99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a1070

复杂环境下农业植保巡检智

能多足机器人的设计与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上已用稿《智能巡检多足机器人的巡检路

径规划设计与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122755870.8；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2020 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

学生创业大赛：创新奖；

6. 制作实物 9份；

审核通过

991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1

利用雨水收集及太阳能自动

滴灌的可移动垂直绿化墙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花木盆景》上已出刊《一种基

于节能减排的多功能垂直绿化装置设计研究》

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426101.6；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2020 创新中国空间设计艺术大赛：2020 创

新中国最佳创意作品一等奖（高校组）；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99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2

“赏食两用”蔬菜阳台造景模

式开发及应用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21966741.2；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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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65905.4；

993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3

剑麻紫色卷叶病传病因子确

立和相应田间防控措施建立

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上已出刊《甘蔗渣基质斥水性消除以改善

种植适性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业科技》上已出刊《剑

麻紫色卷叶病田间调查和其传病因子的分析》

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94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4

蔗渣基生物炭制备及其对土

壤地力生态修复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业科学》上已出刊《果

树连作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湖北农业科学》上已出刊《不

同施肥模式对珠江三角洲豆角产量的影响》论

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70794.6；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474875；
5.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

审核通过

995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5

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乡村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提升路

径研究——基于广东地区的

乡村青年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学刊》上已出刊《国家战

略背景下的乡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提

升路径研 究——基于广东地区的乡村青年的

调查》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996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6

广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现状及

存在问题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401866.0；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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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99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7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带

头人创新培养

——基于对粤东农村地区

1000 名创业者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用稿《新

时代农村青年带头人的成长路径特征及启示》

论文 1 篇；

2. 2021 广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2022.1；

审核通过

998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pdjh2020b1078

粤港澳大湾区休闲观光农业

发展机制与模式研究——以

广州、佛山、肇庆城市群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乡村科技》上已用稿《关于广

州市增城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思考》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999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79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垃圾处

理系统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上已

出刊《基于物联网的家居环境监测预警系统设

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33003.4；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054866；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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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0

基于路径规划的自动驾驶在

制氧式电动轮椅上的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基于路径规划的自动驾驶在制氧式

电动轮椅上的应用》论文 1篇；

2. 已申请未受理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712188.3；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39202.3；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第十八届“挑战杯”校赛：一等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01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1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展示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字化用户》上已出刊《高速

光电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数字化用户》上已用稿《一种

快速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的开发与应用》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59655.3；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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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2 可编程机械键盘解决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日报社》上已出刊《一种

可折叠的蓝牙键盘》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726732.6；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726708.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739872.7；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03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3

基于 NB-IOT 电动车智能数

据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福建电脑》上已用稿《一种低

功耗锂电池数据远程采集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259176.0；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259894.8；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04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4

外卖骑手职业压力源调查分

析及对策研究——以广州地

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用稿《外

卖骑手职业压力源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广州地区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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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85

全球贸易冲突背景下高科技

企业专利大数据分析——以

操作系统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看世界》上已出刊《高速通信

雪崩光电二极管专利分析》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006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b1087

附生植物为主体的低能耗立

体绿化产品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园艺》上已出刊《基于休

闲乡土植物发展模式下佛山西樵镇的“双创”发
展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园艺》上已出刊《佛山市

典型城市居住小区园林植物绿化调查分析》论

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教育教学论坛》上已用稿《粤

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生态环保类专业群建设》

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75441.4；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8.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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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b1088

韧性城市中湿地栖息地建设

用生态产品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21680.9；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28065.0；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28062.7；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892891.3；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863241.6；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865011.3；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08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b1089

基于 51 单片机电气控制原

理的红外线人体静电释放器

改进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基层建设》上已出刊《人体静

电释放器的改进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772151，6；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学院挑战杯比赛暨广东省挑战杯选拔赛：二

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09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b1090

关于广东省引蝶植物的调查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园艺与种苗》上已出刊《珠三

角城市绿地的乡土蝶类蜜源植物的吸引力》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园艺》上已用稿《珠三角

城市绿地的乡土蝶类栖息地吸引目标初探》论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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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广东园林》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珠三角城市绿地的乡土蝶类微栖息地

构建与组合初探》论文 1 篇；

1010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b1091

基于无人机遥感技术的粤港

澳大湾区河涌水质监控与评

价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资讯》上已出刊《无人机

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分析》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第 14550377
号；

3. 2020 年“创客广东”节能环保行业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创客组一等奖；

审核通过

1011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99

广东省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

概况调查及其功能作用发挥

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公关世界》上已出刊《广东省

红色文化资源分布概况调查及其功能作用发

挥情况解析》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12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0

探究传统粤剧文化对老年精

神关怀服务的意义、方法和

途径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天津电子出版设有限公司》上

已出刊《探究传统粤剧文化对老年精神关怀服

务的意义、方法和途径》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13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1

高职院校扩招背景下的大湾

区艺术类高职学生就业力提

升问题与路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大湾区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力

现状和提升路径研究－－基于Career EDGE就

业力模型》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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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a1102

基于 AIOT 技术实现的输配

电线路安全检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上已出

刊《基于神经网络的金属波纹管热温度场分

析》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舰船科学技术》上已出刊《深

度学习算法在舰船电子海图识别中的应用》论

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200560.6；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珠三角高职院校物联

网创客大赛）：三等奖；

7.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1015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3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花境植物

应用与适应性调查——以广

州市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园艺》上已出刊《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下广州市花境植物应用调查》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16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4

广州市白云区“京骏大厦”地
块更新改造调研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营销界》上已出刊《关于城市

商业地产设计与开发的相关性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商情》上已出刊《“互联网+”
背景下商业地产发展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大众商务》上已出刊《全面价

值管理在商业地产开发营运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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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5

广州市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

其对策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业》上已用稿《广州市

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全国流通经济》上已用稿《普

惠金融发展背景下广州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困

境的对策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18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6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

减贫效应评价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出刊《生态旅

游客体验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漫旅》上已用稿《生态旅游扶

贫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1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7

广州市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学刊》上已用稿《广州市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微改造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20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08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林业技术

专业群人才社会适应性调查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上

已出刊《基于 CiteSpace 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

进展与趋势可视化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林业教育》上已用稿《林

业技术专业群毕业生职业适应性研究——以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为例》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江苏高职教育》上已用稿

《1990-2021 年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综述

——基于核心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21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2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社区文

化建设的实践与创新——基

于清远市清城区基层社区的

典型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城市社

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文化学刊》上已出刊《基层社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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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调研报告——以清远市城区为例》论文

1 篇；

1022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3

社会支持理论下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涯适应力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年轻人》上已出刊《社会支持

理论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涯适应力研究》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生涯适应力：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涯发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23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4

微博构建的拟态环境对大学

生社会认知的影响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江西日报社》上已出刊《新媒

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对大学生社会认知的影响

——以新浪微博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2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5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决胜脱

贫攻坚的现状、困境与突破

——基于韶关乳源瑶族自治

县乳城镇农村的典型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休闲》上已出刊《后脱贫时代

农村扶贫政策实施的现状、困境与突破》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质量与市场》上已出刊《后脱

贫时代农村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2021 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公

共管理，法律与国际关系》上已出刊《后脱贫

时代农村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英译）》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25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6

减税降费背景下粤港澳大

湾区纳税人获得感的调查

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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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7

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生存质

量及提升路径探究－－基于

邵阳市流泽镇丘陵贫困村三

下乡调研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上

已出刊《农村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生存和发

展 状况调研——以湖南省邵阳市流泽镇两个

村的调查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27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8

高校双一流辅导员工作室指

导高校学生团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路径的调研——以

“清远市省级职业教育示范

基地”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文库杂志》上已出刊《高

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创新模式研究——以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时代汽车杂志》上已出刊《“双
一流”背景下借助辅导员工作室模式培育双创

人才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数码世界杂志》上已出刊《基

于易班平台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研

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教育研究杂志》上已用稿《高

职院校辅导员指导学生创业团队的建设及作

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28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19

高职专业课教师在学生工匠

精神培养中的作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窗》上已用稿《高职专业

课教师在学生工匠精神培养中的作用研究

——基于教师胜任力的角度》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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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120
基于物联网的新能源纯电车

的检测与保护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技术创新》上已出刊《动

力电池热失控对新能源汽车的危害》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已用稿《浅

析物联网在新能源汽车应用》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 2
3085796.5；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20115145066；
5. 被省部级领导签批， 2022-03-04 由广东省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周志方领导

签批， 批示：广东财贸职业学院的 2020 广东

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

育）《基于物联网的新能源纯电车检测与保护

系统》项目已达结项标准，符合结项要求。

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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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121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电商

精准扶贫策略研究——以韶

关市南雄市黄坑镇黄坑村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上已用稿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电商精准扶贫项目绩

效评估研究——以韶关市黄坑村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工程学院学报》上已用稿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电商助农

策略研究——以韶关市南雄市黄坑镇黄坑村

为例》论文 1篇；

3.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2-03-04 由广东省

清远市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周志

方签批， 批示：广东财贸职业学院的 2020 广

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电商精准扶贫

策略研究－－以韶关市南雄市黄坑镇黄坑村

为例》项目已达到结项标准，符合结项要求。

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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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22

基于智慧路由的嵌入式物联

网中间件控制器设计及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嵌入

式技术在远程监控中的应用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与电脑》上已出刊《物联

网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分析》论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上已用稿

《Research on improved conflict free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of logistics robot based on
Giraph》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778324.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194226.X；

6.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9. 2020 第九届“赢在广州”珠港澳大湾区大学

生创业大赛：铜奖；

10. 制作实物 2 份；

审核通过

103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23

压力管道漏损探测系统设计

与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雷达》上已用稿《压力管

道漏损探测系统设计与应用》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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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24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军事理论

教育的 MOOC 教学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长江丛刊》上已出刊《慕课模

式下高校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探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企业家》上已出刊《现代

学徒制下高职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1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软著登字第 4522484
号；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软著登字第 4977284
号；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103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25 智能安全儿童小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171410.9；
2.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103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26 发光篮球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1922242833.X；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1922233736.4；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第九届“创青春·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银

奖；

5.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103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27

基于智能控制技术的智能时

尚产品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北京皮革》上已出刊《热感变

色皮革皮草设计》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鞋业》上已出刊《几何皮

革与立体皮草的融合》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皮革制品》上已出刊《智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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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飞织和皮草的故事》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北京皮革》上已出刊《菠萝叶

纤维与环保皮草的故事》论文 1篇；

5. 在普通期刊《设计》上已出刊《毛织皮草服

装》论文 1 篇；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1930471719.7；
7.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1930457093.4；
8.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1930402142.4；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1327786.2；
10.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202477.1；
1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1377511.X；

1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三等奖；

13. 省级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省级银奖；

14. 制作实物 1 份；

103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28

“搜客”——AI智能下精准营

销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校赛银奖；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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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29

基于用户体验的绿色室内环

境智能控制系统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建筑实践》上已出刊《高校共

享学习区室内环境需求调研》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建筑实践》上已出刊《自主学

习模式下图书馆共享学习空间环境建设的需

求调研》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上已

出刊《共享学习空间绿色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上已

出刊《基于共享视角的高校学习空间预约系统

设计》论文 1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8.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铜奖；

9.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39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税收管理

探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咨询》上已出刊《基于区

块链技术与税源管控结合的探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四川人文之友》上已出刊《基

于区块链技术与税源管控的探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4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1

校外教育机构促进青少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

的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

星海青少年宫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学生学习报社科研教育》上已

出刊《校外教育活动中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

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赢未来》上已出刊《浅谈职业

教育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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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2

“双高”背景下大学生团队素

质拓展的引导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咨询（教育科研）》上已

出刊《双高计划背景下大学生团队素质拓展的

构建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上已出刊《新时期大学生团队素质拓展学

习活动设计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4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3

粤港澳大湾区时代背景下高

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研究－基于 Triz 理论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上

已用稿《学校创新氛围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意

愿的影响研究—个性特质的中介作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上已用稿《基

于 SmartPLS 的学校创新氛围与学生创新行为

关系研究－以高职院校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4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4

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广东企业

供应链风险应对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商论》上已出刊《贸易摩

擦背景下的广东企业供应链风险应对研究》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贸易摩

擦背景下的广东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论

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广东省“川流杯”供应链管理师职业技能竞

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044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5

体育赛事与城市形象契合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市场》上已出刊《大型国

际体育赛事与举办城市的契合度研究——以

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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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36

“互联网+”背景下体育人文

素养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影

响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中）》上已出

刊《“互联网 ”背景下体育人文素养对大学生创

业能力的影响》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商论》上已出刊《“互联

网 ”背景下体育人文素养对大学生创业成功

率的影响》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46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37

面向管道栽培的智能化浇灌

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电工程技术》上已出刊《智

能浇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196665；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47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38

VR 安全实验室——致力于

中学物理化学的安全实验室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教育信息化》上已出刊

《VR 自然科学实验室平台的设计与实现》论

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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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39

列车车体激光智能除锈机器

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程师》上已出刊《脉冲

激光多迭加频率除锈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机 电 工 程 技 术》上已出

刊《多层激光焊接接头不均匀性的微观组织和

残余应力形成机理》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材料研究与应用》上已出刊《搅

拌摩擦加工方向对 AZ61 镁合金组织和力学性

能的影响》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75032.7；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第六届粤港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

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4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40

基于深度学习增强级联结构

模型的轨道列车司机疲劳检

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计算机 ISSN1007-1423
CN44-1415/TP》上已出刊《基于 MFCC 特征

提取的全新节能机器人设计与实现》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科技 ISSN
2096-4706 CN 44-1736/TN》上已出刊《一种复

杂光照下列车司机人脸自适应图像增强方法》

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教育现代化 ISSN2095-8420
CN11-9354/G4》上已出刊《基于人工智能背景

下“教研赛学”创新工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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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普通期刊《现代计算机 ISSN1007-1423
CN44-1415/TP》上已用稿《一种面向轨道交通

列车司机人脸检测方法》论文 1篇；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10283243.6；
10.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100359.7；
1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1930628213.2；
1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特等奖；

13. 2019-2020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高职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二

等奖；

14. 制作实物 1 份；

1050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41

轨道车辆车底智能巡检机器

人的设计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185165.1；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185168.5；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4. 第六届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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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赛总决赛：银奖；

5. 制作实物 5份；

105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2

CrWN 基纳米复合涂层刀具

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润滑与密封》上已出刊《沉积

气压对氮化钒（VN）涂层微结构及其性能的

影响》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641151.6；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审核通过

1052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3

网络化运营的地铁系统中最

优换乘方案选择及算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与创新》上已出刊《关于

地铁车站大客流的应对措施研究与探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技能竞

赛与“轨道交通客运组织”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效

融合研究》论文 1篇；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7904442；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银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

铜奖；

审核通过

105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4

面向地铁大客流的行人疏散

模型仿真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无线互联科技》上已出刊《地

铁车站客流仿真模型构建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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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5

基于轨道交通的人群异常行

为分析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字技术与应用》上已出刊《一

种轨道交通人群异常行为智能监控机器人设

计》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2019 第三届中英“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

创业技能大赛中国区总决赛二等奖：中国区总

决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5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6

高职院校企业文化进校园视

角下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研

究—以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企业文化进校园”项目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现代化》上已出刊《高职

院校企业文化进校园视角下实践育人共同体

建设研究——以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企业

文化进校园”项目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企业文化》上已出刊《“企
业文化进校园”背景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问

题和对策》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4. 2021 年广东省教育调查大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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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47

互联网+背景下专业市场的

转型升级现状与对策研究

——基于广州市专业市场的

调研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贸工业》上已用稿《电

商精细化运营下海外版抖音商业模式及其流

量变现》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323499；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323535；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26612；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26650；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26613；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3955；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20237；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833948；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29012；
11.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57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a1148
一种监测冷鲜鲈鱼新鲜度的

智能标签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与机械》上已出刊《冷鲜

鲈鱼新鲜度指示标签的制备及应用》论文 1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130805929.2；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5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0
一种基于移动端集成式柴油

机“SCR”系统监控装置的研

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391722.3；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CN201911305697.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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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实物 2份；

105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2
嗅宠－应用传感器监测动物

健康的设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491667.1；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60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3
中药材中马兜铃酸快速检测

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用稿《超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法

测定细 辛中的 4 种马兜铃酸》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6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4
荔枝木质精油－壳聚糖可食

膜性能及在鸡肉保鲜中的应

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食品科技》上已出刊《壳

聚糖－荔枝木质精油可食膜延长刀额新对虾

的货架期》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6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5
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能力评

估及潜在风险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现代化》上已出刊《大学

生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对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6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6
广州市社区居民掌握儿童急

救知识和技能的现状及对策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用稿《广州

市社区居民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的现状及对

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6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8
“外卖小哥”劳动权益保障调

查研究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法制博览》上已出刊《“外卖

小哥”劳动权益保障调查研究报告》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a1159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包箱体结

构轻量化及碰撞安全性能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OP Publishing》上已用稿

《Research on the properties of aluminum foam
material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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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model》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1066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0 智能鞋柜的研究与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1118701.X；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945844.7；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5.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67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2

基于卫星导航/移动通信的

交通隔离、警示预告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202010479106.X；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60857.9；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2020 年第九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创新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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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3

基于ETL技术的智慧绩效管

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电子音像》上已出刊《高

职校智慧绩效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实践》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软著登字第 7388540
号；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软著登字第 7388423
号；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软著登字第 5489954
号；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69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4

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记

忆体检及应用管理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与社会》上已出刊《五感

智能闪卡在阿尔茨海默病症社区预防中的应

用》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540066.7；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145319；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035811；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8. 2021 第十届“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

学生创业大赛：优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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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6

高职扩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

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高

职扩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探索》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高教学刊》上已出刊《高职扩

招百万后大学生 SCL-90 问卷调查与分析》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1071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7

建设美丽湾区背景下快递包

装垃圾循环利用情况调查及

对策研究——以广州大学城

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高教学刊》上已用稿《绿色发

展理念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探讨》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72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8

新时代高职院校创业指导与

服务体系的现状调查与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咨询（科技管理）》上已

用稿《构建新时代高职院校创业指导与服务体

系》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073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69

一种新紫草膏的开发及制备

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紫草双

花膏的制备和应用》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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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0 智能随身产后盆底康复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基层医学论坛》上已出刊《广

州市妇女产后盆底康复治疗现状的调查研究》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当代护士》上已出刊《产后盆

底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839845.7；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赛区）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院内

选拔赛：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75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1

护理技术操作训练装置的设

计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上

已出刊《输血和采血二合一训练装置的设计及

应用研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76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3

卫生类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效

果调研与分析——以广州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上已用稿《卫生类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效果调研

报告——以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77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4

中学生心肺复苏培训模式研

究——以广东省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

医药卫生》上已出刊《关于中学生心肺复苏技

能培训的现状及对策》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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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5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护生自

我同一性、社会支持与职业

认同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护

生职业认同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07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176
基于双微镜谐振激光扫描的

汽车抬头显示装置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传感技术学报》上已出刊《谐

振微镜扫描角度同步测量机理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165074.8；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509236.5；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8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178
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

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上已出刊《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的功能

及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深圳特区报》上已出刊《粤港

澳大湾区：率先形成人才一体化体制机制优

势》论文 1 篇；

3. 未投稿《研究报告：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

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8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79
《金属仿生功能微结构的精

密加工与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0389994.1；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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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1
5G高频板专用液态感光阻

焊材料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化工》上已出刊《高频专

用液态感光阻焊材料的发展》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 ZL2020104087353；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8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2
酚酸类物质纳米 MOFs 材料

缓释剂的制备及其抑藻效能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东华大学》上已出刊《Effects
of Magnolia denudata Leaf Litter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论
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110551412.4；

审核通过

1084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3
薄液膜下直流电腐蚀电流的

发展规律与分布特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High Votage》上已出刊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analysis of
electrolytic corrosion products on insulator
surface》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8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背景下基于城雕形象

的深圳特区精神的新媒介创

意传播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上已出

刊《传承与创新：示范区背景下新时代深圳精

神的新媒介传播探析》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2020 广东省计算机大赛一等奖：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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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5
高层次人才住房政策实施绩

效——基于深圳市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Case
Study on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审核通过

108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6

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意向评估

及其培养路径探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三

元交互决定论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2. 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二等奖；

审核通过

1088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7
广深垃圾分类增加“白色污

染”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天津科技》上已出刊《广东垃

圾分类与“白色污染”增加的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089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88

双激光束快速抛光绿色智能

制造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发明与创新（职业教育）》上

已用稿《党建+专创融合协同育人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309974.0；
3.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810666122.2；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6.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7.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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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89

《用于计算发光字成本的基

于区块链原材料防伪溯源和

图像识别的综合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适用于单光子探测器的电流放大器的设

计与仿真》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134515.8；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606913；
4. 2020 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

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9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190

石墨烯基材料的功能化制备

及其净水设备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环境科学》上已出刊《铁

盐絮体预负载－超滤除锑（V）效能研究》论

文 1篇；

2. 在 SCI/EI 期刊《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上已出刊《Integral evaluat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genotoxicity of recycling residual
sludge fo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plants》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8064878；
4.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1370225；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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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1

复杂构件高效激光清洗设备

的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205173.8；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1047535.6；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三等奖；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省赛金奖国赛银

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93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2 全自动标线仪检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第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大赛：省级一等奖；

3.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109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3

基于 ROS 的移动机器人科

研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2. 软件著作权：软件著作权；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95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4

基于MRI图像分析的帕金森

疾病临床诊断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研究》上已出刊《基

于樽海鞘算法优化的帕金森早期诊断模型研

究与并行优化》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705232.2；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436586.7；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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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2020777060.5；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777076.6；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2727601；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729074；

109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5

深度耳聋患者植入电刺激装

置的言语训练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电子耳蜗言语训练及发音模拟系统》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深圳市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电

子系统制作项目：市级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09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6 口红唇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056400.6；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776413.7；
3. 东进杯大学生创业：特色项目奖；

4.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109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7

基于麦克风阵列的小间距助

听设备的信号采集失配及补

偿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基于 Bark 域的电子耳蜗频带划分分析和

拟合研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上已出

刊《电子耳蜗言语训练及发音模拟系统》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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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8

海量数据下的地震正演并行

仿真——基于波动问题的大

数据计算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s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上已出刊

《A Parallel Preconditioned Solver for the 3D
Helmholtz Equation》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0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99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公司债券

利差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会计之友》上已用稿《基于卡

尔曼滤波的公司债券利差影响因素动态综合

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0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0

以对接广东为旨归的昭通文

化产业资源调查及开发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化纤与纺织技术》上已出刊《麦

克卢汉的时尚观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0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1

深圳异地养老现状和社会融

入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生产力》上已用稿

《社会支持视角下在深异地养老者主观幸福

感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03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2

《广东省和平县公白镇独居

老人养老保障状况调查及精

准关爱

——基于广东省和平县 846
户村民的问卷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公关世界》上已出刊《广东省

和平县公白镇独居老人养老保障状况调查及

精准关爱 ——基于广东省和平县 846 户村

民的问卷调查》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04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203 智慧路灯杆安全管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智慧路

灯杆安全管家系统研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1105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4

基于车牌图像识别的无感支

付加油站解决方案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24863.3；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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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年广东“众创杯”创新创业大赛：优胜

奖；

4. 制作实物 1份；

1106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5 家务乐——扫出新天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ZL
201910615355.4；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20561653.2；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21395697.9；
4.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0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6

基于 VR 和脑电交互的头盔

设计和应用软件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第四届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创新作品展：三

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08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7

基于物联网技术智慧式安全

路灯监管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信息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 LoRa 技术的智能路灯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615355.4；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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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8 无线控制的相机环形闪光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据》上已出刊《基于 STM32
的感应摄影控制器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002734.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97041.3；
4. 制作实物 3份；

审核通过

1110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09

口述历史与越南归侨研究—
以珠海金湾红旗镇越南归侨

群体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出刊《越

南归来：珠海金湾区红旗镇华侨农场归侨的历

史记忆》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11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10

追溯斗门记忆——
水上婚嫁节事活动对居民文

化认同的影响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人物》上已出刊《非遗传

承困境及对策——以珠海斗门非遗为例》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上已出刊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tmospheric cues of
travel apps：A synthesis between media richness
and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theory》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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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1 3D打印废料回收再生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448754.0；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971112.3；
3. 第二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职教选

拔赛二等奖，总决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1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2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消防小

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310498.7；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特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1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3
基于云的卫浴行业电子产品

故障诊断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153383.1；
2.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20 年

“5G-AI”专题：2020 年 11 月；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1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4
次氯酸钠、臭氧及其联用消

毒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给水排水》上已出刊《不

同消毒工艺对韩江滤后水消毒效果的影响》论

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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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5
食用菌菌糠对废水中重金属

离子的吸附特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湖北农业科学》上已出刊《灵

芝菌糠对水中重金属 Cu（Ⅱ）的吸附性能研

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浙江农业科学》上已出刊《食

用菌菌糠对废水中重金属 Cr（Ⅲ）的吸附性能》

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第七届“挑战杯”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117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6
退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

研究与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文汇》上已出刊《退伍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与探索》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18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7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潮汕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学旅行开发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2. 第七届“挑战杯”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1119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8
潮汕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专

业能力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武汉商学院学报》上已出刊《农

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现状与提升对策

——以潮汕地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20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19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汕头农

业发展评价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村》上已出刊《基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汕头现代农业发展评价》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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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0
基于 Arduino 的多功能机械

手创新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上已出

刊《基于 Arduino 的 机械手功能设计》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3332848.4；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21860228.5；
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铜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2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1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 PET瓶

坯缺陷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仿真》上已出刊《基于

多流神经网络的 PET 瓶坯缺陷检测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出刊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 PET 瓶坯缺陷检测的

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上已出刊

《基于残差网络和迁移学习的瓶坯表面质量

检测研》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71220.2；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6.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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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等奖；

8.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9. 第 25 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

10. 制作实物 1 份；

1123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2
微型磁电振动发电机设计与

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 2
1585138.X；

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24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3
基于 CAE 分析注塑制品翘

曲变形研究及模具优化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出刊《塑料面

板倒装热流道模具结构》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工程塑料应用》上已出刊《汽

车座椅内外侧盖板复杂抽芯注塑模具设计》论

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3203890.6；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3206727.5；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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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4
辉光放电等离子体降解 T-2

毒素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实验动物学报》上已出刊

《丙烯酰胺对小鼠血液毒性的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外食品工业》上已出刊《辉

光放电等离子体对啤酒中 T-2 霉素的降解作

用》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外食品工业》上已用稿《辉

光放电等离子体处理后对啤酒品质的影响》论

文 1篇；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全国发明专利展：银奖；

审核通过

1126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5
柚籽中柠檬苦素的抑菌性及

天然食品防腐剂的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轻工科技》上已出刊《柠檬苦

素的提取工艺研究进展》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审核通过

11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6

广东省面向大学生专利创新

激励的“三维”调查研究

——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管理信息化》上已用稿《大

学生专利创新激励的“三维”调查研究——以佛

山职业技术学院》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28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7
康养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

参与意愿研究——以佛山市

三水区长岐古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加坡环宇科学》上已出刊《康

养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研究——
以佛山市三水区长岐古村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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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8
珠三角传统村落生态性评价

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s》上已出刊《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营销》上已出刊《广东水

乡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问题与保护》论文 1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232563.0；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237389.9；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95455.3；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009528.2；

审核通过

1130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29
佛山市民过期药品回收情况

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经贸导刊》上已出刊《佛

山市民过期药品回收情况调查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集体经济》上已出刊《佛

山市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方式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3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0
大学生乡村红色文化创客驿

站建设可行性调研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大

学生乡村红色文化创客驿站建设可行性分析》

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23084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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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31 现代酒店智能集成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人文之友》上已出刊《自动浇

灌信息采集系统开发与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出刊

《温泉酒店智能控制系统》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上已出刊

《基于 PLC 与组态软件的水蓄冷中央空调控

制系统》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产业联盟背景的高职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以机器视觉为例》论文 1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K.2017 2
0434018.1；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K 2020 2
0610734.2；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892134.4；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498990.7；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201957.0；
10.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0-06-03 由广东省

河源市财政局签批， 批示：1、2020 年广东省

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

育）分配明细

11、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任务清单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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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绩效目标；

1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14. 2019年河源市“双创杯”巾帼创业创新大

赛：团队组一等奖；

15. 制作实物 2 份；

1133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32
基于 ROS 的智能网联轮式

移动底盘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电器》上已出刊《基于

ROS 的自主跟随智能小车的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612616.X；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3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4
森林消防巡检机器人的设计

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电器》上已出刊《基于

ROS 的自主跟随智能小车的设计》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基于 PLC
的电梯电气控制柜实训装置的设计与实现》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已出刊《基

于机器视觉的智能垃圾分拣机器人的设计》论

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5734541；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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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5
基于双光谱切换技术的掌纹

掌脉智能门禁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软件》上已出刊《一种基于双

光谱切换技术的掌纹掌脉智能门禁系统》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项；

3.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1R11L3429086；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3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6
基于物联网和云服务的智能

锁具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IAL
DESIGN》上已出刊《Development of A Smart
Lock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Platform》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用稿《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智能锁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论文 1 篇；

3.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1137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7
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安全追溯

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CIBA)》上已出刊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Food Traceability Based
on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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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铜奖；

4. 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分赛：

铜奖；

5. 制作实物 1份；

113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8
文化自信背景下河源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探讨

——以龙川县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教育论坛》上已出刊《广

东河源闽南语方言岛语言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39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39
基于 GIS 的河源非物质文化

遗产空间结构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旅游纵览》上已出刊《河源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结构与文旅融合开发

策略》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出刊《AR 技

术在香港盐田梓旅游资源中的运用》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用稿《广东省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结构与旅游开发》论

文 1篇；

4. 未投稿《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结构调研

报告》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40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40
文旅融合背景下河源研学旅

游资源赋存及整合现状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和产业》上已出刊《文旅

融合视域下河源研学旅行资源赋存调查与开

发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2021 年教育，语言与艺术国

际学术会议（ICELA 2021）论文集》上已用

稿《文旅融合背景下河源研学旅行课程整合情

况研究》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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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241

“默默无蚊”——做绿色健康

的驱蚊液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香茅挥

发油的β－环糊精包合工艺探索》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上

已出刊《自制驱蚊液在校园环境下驱避效果观

察》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244730.7；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6.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分赛：职教赛道铜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42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42 Colorful 万花筒健康水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391580.2；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43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43

探索 VR 技术对于视功能的

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上已

出刊《VR 游戏对短期视功能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44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44

同型半胱氨酸通过 TXNIP
调控 ROS 机制在高骨转换

型骨质疏松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145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45

高职医学院校学生对“生前

预嘱”的认知及影响因素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循证护理》上已出刊《某高职

医学院校学生对生前预嘱的认知》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护理实践与研究》上已出刊《近

10 年我国护理领域死亡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

学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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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246
基于 Blockly 的树莓派云智

能机器人平台系统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上已出

刊《基于硬件的拖动式编程平台研究与实现》

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47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247
新型荔枝快递包装开发及应

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物流工程与管理》上已出刊《一

种适合常温运输低成本的新型荔枝包装箱及

装箱工艺》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深圳特区经济》上已出刊《荔

枝常温运输标准体系建设：现实需求、可行性

及主要思路》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292051.1；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292056.4；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291873.8；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0291875.7；

审核通过

1148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48 混合现实全息农业教学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Deutschland GmbH》上已出刊

《AI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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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49 智能宠物运输胶囊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Deutschland GmbH》上已出刊

《The Applications and Drawbacks of Emerging
AI Framework in Online Education Field》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Deutschland GmbH》上已出刊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714158.2；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50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50
铁皮石斛仿生态栽培技术研

究与示范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园艺与种苗》上已出刊《惠州

龙眼树上铁皮石斛仿生态栽培技术》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1151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51
惠州地区猴头菇高效栽培技

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园艺与种苗》上已出刊《惠州

地区猴头菇高效栽培技术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52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52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

意识调查研究——以粤港澳

大湾区部分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公关世界》上已用稿《自媒体

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以粤港澳

大湾区部分高校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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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pdjh2020b1253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信

用消费调查与研究——以惠

州市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研究导刊》上已用稿《互

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信用消费的调查与研

究 ——以惠州市高校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54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4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智能钥匙

管理盒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字化用户》上已出刊《论智

能控制技术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2.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成功参赛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5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5 智学玩创客教育学习模块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省一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56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7
《基于 HDMI 在野外环境下

无线高清显示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计算机产品与流通》上已用稿

《基于 HDMI 在野外环境下无线高清显示技

术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8 2
1045649.5；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57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8
智慧农业之蔬菜大棚环境监

测模拟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基于物联网的蔬菜大棚环境监测系

统设计》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粤港澳大湾区 IT 应用系统开发大赛 2021：
一等奖、最佳应用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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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60
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巡航垃

圾分拣搬运移动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1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obotics，
and Communication》上已出刊《The Mobile
Robot for Garbage Sorting and Handling Based
on Machine Vision》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388004.8；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1159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61
基于北斗定位及 RFID 的货

物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AASIP 2021)》上已出刊

《Assistant human facial recogni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 feature-map》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ICCVDM 2021)》上已出刊

《Face feature matching based on semantic
Information》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申请未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已申请未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1项；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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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62
模具钢表面失效分析及表面

强化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金属热处理》上已出刊《8407
钢压铸模工作面麻点失效分析》论文 1 篇；

2. 在 SCI/EI 期刊《Diamond & Related
Materials》上已出刊《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diamond-like carbon (DLC)
film on 316L stainless steel by microwave
plasma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PCVD)》论

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理化检验－物理分册》上已出

刊《AA3003 铝合金散热器连接片表面黑斑的

原因》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材料保护》上已出刊《铝合金

表面钛锆钒复合转化膜的自愈性研究》论文 1
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423422.1；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423679.7；

审核通过

116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3
柔顺仿生机械手的研制与特

性测试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机床与液压》上已出刊《气动

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与多软件联合仿真》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2446071；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87703.2；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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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487704.7；
5.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AC2020 线上任务赛（多足机器人清障

赛）：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2份；

1162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4 智能物流仓储 AGV 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机床与液压》上已用稿《应用

于视觉环境探索的移动机器人反应式控制器

设计》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机床与液压》上已用稿《一种

改进的偏振光源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736770.3；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大赛：银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5
激光打标送料一体化智能设

备开发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机电工程》上已出刊《一种六

自由度机械臂的振动特性研究》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417279.4；
3. 制作实物 6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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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6
基于 LED 可见光通信的人

工智能同传翻译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上已出刊《Design of A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Based on L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392432.9；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65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7
高熵合金－类金刚石薄膜的

制备与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镀与涂饰》上已出刊《退火

对磁控溅射 AlCrNbSiTiV 高熵合金氮化薄膜

性能的影响》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互联网+”省：铜奖；

审核通过

116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8
基于机器视觉的 LED 芯片

表面缺陷检测系统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上已出

刊《基于机器视觉的 LED 芯片缺陷检测系统

研究》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926317；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926329；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915273；

审核通过

1167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69
多元化经营战略下注册会计

师审计风险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多元

化经营战略下审计师审计风险的研究途径》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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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70

东莞需要自己的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吗？——基于大湾区

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下的调查与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基层建设》上已出刊《出口信

用保险与中小企业出口贸易》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69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71
基于东莞非遗传承视角的文

创产品设计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天津人民出版社》上已出刊《基

于受众审美心理的文创产品视觉设计研究》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西部皮革》上已出刊《基于体

验视域的东莞非遗文创设计研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117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72
东莞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和处理认识的调查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绿色科技》上已出刊《东莞居

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认识的调查分

析》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7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73
东莞科技孵化育成体系高质

量发展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1172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27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山市社

区居家养老问题的现状及对

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丝路》上已出刊《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问题及其

对策－－以广东省中山市社区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广东科技》上已用稿《高职院

校志愿者助力养老社会服务的研究》论文 1篇；

3. 未投稿《中山市养老群体公共服务供需问题

研究》论文 1篇；

4. 2020 年“创客广东”疫情防控与大健康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中山分会场）：第一名；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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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75

用于 LED 灯具的 PC 灯罩防

蓝光镀膜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光电技术应用》上已出刊《多

波段防护镜光学薄膜的研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74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76

塑料外卖餐盒环保回收的一

体化包装解决方案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印刷》上已出刊《塑料外

卖包装盒绿色环保解决方案探析》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911172.8；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4. 第八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华南赛

区二等奖；

审核通过

1175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77

新媒体下的大学生国防教育

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中山

市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情》上已出刊《新媒体视域

下完善高校国防教育的路径探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176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278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展览会何

以让参观者一来再来

－以中山调查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业》上已用稿《品牌体

验对贸易展览会再访意愿的关系研究－以中

山游博会专业观众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全国流通经济》上已用稿《中

小城市会展场馆利用率低的定性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77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79
基于物联网视频分析模块技

术的智能立体车库识别控制

操作系统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仓储管理与技术》上已出刊《一

种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智能车库控制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224819；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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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80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高

性能非对称超级电容器的研

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coatings》上已出刊《The
LiTFSI/COFs Fiber as Separator Coating with
Bifunction of Inhibition of Lithium Dendrite and
Shuttle Effect forLi-SeS2 Battery》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79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1 太阳能微耕机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装备维修技术》上已出刊《太

阳能电动微耕机的制作技术》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0665862.4；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0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2 实时全景 VR 检测机器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3. 科技成果鉴定：国内领先水平；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3
基于移动平台的全景视频采

集和广播系统——以无人机

平台为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上已出

刊《用于外接式 HMD 的全景视频播放器软件

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840136；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113482；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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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4
植物生长 LED 智能光谱控

制系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305818.1；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铜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3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5
5G通讯天线基材——高频

透明挠性聚酰亚胺覆铜箔的

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530616.2；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分赛：省赛金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4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6
生物医学用改性磷酸钙 3D

打印骨骼材料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上已出刊

《医用无定形磷酸钙 3D打印液固作用过程分

析》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上已出刊《新型明胶/无定形磷酸钙 3D
打印骨修复材料的制备》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化工新型材料》上已出刊《高

性能聚乙烯醇复配 Ce3+/无定形磷酸钙 3D打

印骨修复材料的研制》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业竞赛广东省分

赛：铜奖；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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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87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民审

美素养培育方式及路径探索

——以广东中山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公

益创业赛：铜奖；

审核通过

118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88
全自动环形三刀开皮机的设

计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4800372；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2479990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19223081834；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118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0
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新型

太阳能追踪器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 第十六届“挑战杯”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校内

决赛：一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8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1
轻量化并联机器臂研发及柔

性化运动控制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715864.5；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2881870.8；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189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2
分层次、多维度的网络安全

CTF 训练竞技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上已用

稿《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在入侵检测中的应

用》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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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源

版权保护系统设计与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上已

用稿《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源版 权保护

系统》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舰船科学技术》上已出刊《云

计算下海上多来源传输数据分类存储方法》论

文 1篇；

3. 在 SCI/EI 期刊《ICT express》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A method and 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blockchain transactions》论文 1
篇；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161702；
5.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910839535.0；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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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4 磁悬浮智能视力检测仪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已出刊《一种远程 IO 控制的视力仪研发》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世界》上已出刊《基于一

种磁悬浮视力检测仪的探索》论文 1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2-03-30 由广东省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所主任艾晓

晓（高级工程师））签批， 批示：视力仪符

合质检安全，操作简单，实用安全，可极力推

广；

6. 被地市级领导签批， 2022-03-19 由广东省

江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余旭初（副主任

医师）签批， 批示：视力表完全按照国家标

准设计，产品操作简单，适用范围广，可用于

普检、入职体检、学生体检等；

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8.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119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5
基于低空无人机和机器视觉

的柑桔生长监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EEE ICBAIE2021》上已出刊

《Maturity recognition of citrus fruits by Yolov4
neural network》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AEMCSE 2021》上已出刊

《Recognition and Counting of Citrus Trees
Based on UAV Image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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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制作实物 2份；

1193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6
高介电低损耗 PVDF 三元杂

化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山东化工》上已出刊《聚偏氟

乙烯基（PVDF）介电材料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94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7
国家非遗香云纱生态彩色艺

术染整工艺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上海纺织科技》上已出刊《酪

素改性氧化棉织物的制备及其性能》论文 1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CN 306742828
S；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CN 306742828
S；

审核通过

1195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8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计量分析——
基于珠三角 9 地市的调查分

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贵州遵义学院学报》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江门市蓬江区产业结构发展

研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3.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

生专业技能竞赛财务管理技能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审核通过

119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99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粤港澳

大湾区特色小镇建设与发展

研究——以江门市棠下镇、

崖门镇等六个特色小镇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黄河科技学院学报》上已用稿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特色小

镇科学 建设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9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00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城镇居

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调研报告

—以江门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才智》上已出刊《健康中国建

设背景下城镇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现状研究》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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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01

一路“童”行，守望未来—基

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江门

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调查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基于福

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江门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

络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199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
pdjh2020b1302 下沉式网状染色设备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307384.3；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00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
pdjh2020b1303

新型氮杂环类微管蛋白抑制

剂的设计、合成及生物活性

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校内选

拔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01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
pdjh2020b1304

江门市养老服务需求与现状

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吉林省现代营销》上已用稿《江

门五邑地区养老服务现状及对策分析》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202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
pdjh2020b1305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养老机构

护理人员素质评价体系构建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大众标准化》上已出刊《江门

市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调查情况分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基

于岗位胜任力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素质评价

体系构建》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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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
pdjh2020b1306

岭南中医药文化与高职校园

文化相融合策略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卫生职业教育》上已出刊《岭

南中医药文化与高职校园文化相结合的策略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04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pdjh2020b1307

江门民间游戏学前教育运用

的现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传统民间

游戏学前教育运用现状调查与实践——以江

门地区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05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pdjh2020b1308

大学生在公共图书馆开展幼

儿绘本阅读服务的行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1206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09
一种养殖水体硝酸盐氮去除

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水处理技术》上已出刊《有机

碳源添加对脱氮副球菌脱氮效果的影响》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0 2
1521106.3；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省赛：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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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10
一种香蕉粉益生元代餐产品

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与发酵工业》上已用稿《生

鲜香蕉和真空冷冻干燥香蕉粉的品质与挥发

性组分的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2749228.9；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2020 年“SGS 杯”第五届全国高职院校食品

营养与安全 检测技能大赛：2020-11-14；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1208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11
废弃柚子皮果胶的提取及其

新型柚子沐浴露的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生物化工》上已出刊《废弃柚

子皮果胶提取及新型柚子沐浴露的制备》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09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12
鞘氨醇单胞菌降解三氯卡班

（TCC）的应用技术研发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加坡城市发展科学》上已用

稿《碳源对鞘氨醇单胞菌降解三氯卡班的影响

研究》论文 1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第七届“创青春”广东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优秀

奖；

审核通过

1210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13

粤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生
活技能”发展现状及教育培

养的调查研究——以阳江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才智》上已出刊《粤西地区学

生“生活技能”发展现状及教育培养的调查研究

—以阳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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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14
基于新媒体的高校“五位一

体”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闻研究导刊》上已出刊《新

媒体时代高校舆论引导机制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12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a1315

高阶差分方程的动力学及应

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牡丹江大学学报》上已出刊《一

类四阶差分方程的动力学性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南教育》上已出刊《指导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路径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指

导大学生参加“挑战杯”竞赛之研究》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二等奖；

审核通过

121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16

桥梁道路货车超载预警系统

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与信息技术》上已用稿《基

于人工智能的智慧治超系统》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497592.8；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14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17

粤西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以广

东省湛江市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安全、健康和环境》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废旧电池回收过程中硫酸镍

钴锰溶液除铁铝工艺参数的优化》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510338.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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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1215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18

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

村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的研

究——以吴川市长岐镇乡村

小学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经济与科技》上已出刊《优

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

提升的研究——以吴川市长岐镇乡村小学为

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16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19

早期教育机构现状调查及对

策研究－基于对湛江市的实

证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求学》上已出刊《我国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实践综述及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求学》上已出刊《浅议早期教

育重要性及模式探索》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17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20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研究

——以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学研园用一体化”实践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知识文库》上已出刊《产教融

合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产学研协同创新

机制研究——以 A 校为例》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广东省 2021 年“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系

列活动：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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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21
水果姿态图像自动采集系统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279833.7；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1911305392.1；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185644；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茂名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茂名

职业技术学院校赛：铜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19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22 百香果自动取汁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业技术与装备》上已出刊《百

香果自动取汁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16939.5；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2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23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装

配式建筑在优化农村自建房

中的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家参谋》上已出刊《新农村

建设中基于 BIM 的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应用》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当代农机》上已出刊《装配式

建筑在农村新型住宅应用上的推广分析》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197423.8；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200247.9；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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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铜奖；

6.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分赛：优胜奖；

1221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24
非遗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保

护与传承—以高州木偶戏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与创新》上已出刊《非遗

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保护与传承—以高州木

偶戏为例》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2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25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官方

媒体互动融合发展平台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发展教育学》上已出刊《新媒

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官方媒体互动融合发展平

台研究——以官方短视频平台为例》论文 1篇；

2. 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 2021 年 2 月微信热文

榜：第二名；

审核通过

1223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26

以“白芍杏仁等草本”为原料

制作的草本修护蚕丝皂

---- 一种草本精华蚕丝皂配

方及其制备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出刊《古

方天蚕双丝皂的研究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455528.5；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382632.5；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6. 2020 茂名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银奖；

7.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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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27

一种基于药食同源中药为原

料制作的解酒饮料——化橘

红蜂蜜葛根解酒茶的制备及

其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渊》上已用稿《大学生科技

创新实验－－化橘红蜂蜜葛根解酒茶饮料的

设计研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25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28

健康促进类产品－－乳酸消

除套装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吉林省舆林报刊发展公司》上

已用稿《血乳酸消除对运动促进的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2020 年茂名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校赛决赛：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26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pdjh2020a1329

基于 CRISPR/Cas9技术研究

缝隙连接蛋白Cx32/26/31/30
对肺腺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

影响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Phytochemistry Letters》上

已出刊《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Abrus
cantoniensis with their cytotoxic effects on
cancer cells》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27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30

一种简便口腔样本采集器与

酒精代谢基因检测试剂盒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实验与检验医学》上已出刊《乙

醛脱氢酶 2（ALDH2）基因多态性与酒精相关

疾病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检验医学与临床》上已用稿《肇

庆地区医学生 ALDH2 rs671 基因多态性的分

布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药导报》上已用稿《我

校专科医学生对直接面向消费者基因检测的

认知调查》论文 1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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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34.9；
5.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

验设计论坛总决赛：金奖、最佳学术奖；

6. 制作实物 1份；

1228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pdjh2020b1331

老年人社会支持、抑郁焦虑

情绪、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职业与健康》上已用稿《广东

省 2167 名老年人老化态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上已用

稿《老年人老化态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

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29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生第二

课堂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课堂内外》上已出刊《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学生第二课堂管理系统的研究与

实现论文证明状态》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30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3
清远地区老年人居家护理需

求调查与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清远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护理服务需求调

查与分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31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5
“健康中国”背景下广东省职

教基地在校师生应急救护知

识调查与培训策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科技》上已出刊《广东省

职教城在校大学生应急救护知识调查》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031586.3；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031587.8；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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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7
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

查与体系分析研究——以广

东职教城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知网》上已用稿《高职院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与分析——
以广东职教 城高职院校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知网》上已用稿《疫情常

态化防控时期高职院校学生心盛状况与学校

心理健康服 务满意度的调查分析——以广东

职教城高职院校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33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8

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文旅发展

背景下大学生骨干在瑶壮传

统艺术薪火相承脉络中的责

任与担当——以清远职业技

术学院青马工程培训班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社会科学》上已用稿《粤港澳

大湾区北部文旅发展背景下大学生骨干在 瑶

壮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引领路径探析》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34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339
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

食品安全现状及思考——基

于 J 县农村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2. 第五届“挑战杯”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1235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0
组合式多通道同步 3D 打印

机的创新优化设计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江西科学》上已出刊《FDM-3D
打印喷头的热场仿真与优化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89572.9；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3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1
一种嵌入式电梯广告精准投

放系统设计与开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09203；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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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2 草本运动饮料的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38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3
直流强磁干扰下防窃电技术

及电能计量方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通信电源技术》上已出刊《直

流强磁干扰下防窃电检测装置的设计》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39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4
粤东地区茜草科野生植物资

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技服务》上已出刊《粤东地

区野生茜草科植物资源调查》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40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5
橙带蓝尺蛾的发生为害及防

治技术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西部林业科学》上已出刊《橙

带蓝尺蛾在中国的潜在分布预测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湖北农业科学》上已出刊《橙

带蓝尺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安徽农学通报》上已出刊《橙

带蓝尺蛾在粤东地区的危害程度调查》论文 1
篇；

4.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41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6
守护乡愁：潮汕传统乡村建

筑元素在现代家居设计中的

应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设计》上已出刊《守护乡愁

——潮汕传统乡村建筑元素在现代家居设计

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42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7
揭阳彩绘艺人生存状况调查

与彩绘技艺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侨声》上已用稿《图像记忆、

社会生活与侨乡历史——揭阳彩绘中的西洋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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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意象摭论》论文 1篇；

1243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8
乡村振兴战略下揭阳乔林烟

花火龙的文化价值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审核通过

1244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4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全自动热

处理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机电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PLC 控制的全自动热处理炉》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2661350.6；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2845011.3；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2658197.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2892677.4；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45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0
基于物联网与共享模式下的

手机清洁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共享模

式下的紫外线手机清洁器的设计与应用》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021197845.1；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46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1 环境监测智能多彩氛围灯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新时代》上已用稿《一种

环境监测智能多彩氛围灯的设计与制作》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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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2
乡村振兴战略下云浮市“精
品村”美术创作价值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艺术与设计》上已出刊《乡村

振兴战略下的美术创作个案研究——以云浮

市“精品村”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美与时代》上已出刊《戴中伟、

黄志滔作品》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48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3
互联网+形势下地方高校开

展科普活动的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视界》上已出刊《高校开

展科普活动的现状研究》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商贸工业》上已出刊

《“5W”传播模式下云浮市红色文化旅游传播

的问题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49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4
云浮市中小学游泳课程开设

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教育》上已用稿《云浮市中

小学游泳课程开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5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55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

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的路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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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357
非标准化供需对接移动互联

网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型工业化》上已出刊《基于

大学生偏好多变特征的协同过滤算法》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上已出

刊《家电服务全生命周期多源异构大数据集成

技术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科技创新与应用》上已用稿《非

标准化供需对接移动互联网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电脑知识与技术》上已用稿《云

计算下多源异构大数据算法研究》论文 1篇；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262837.5；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1261063.4；
7.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862131；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736407；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261523；
10.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1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12.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1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14.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15.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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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358
党建引领下的佛山市基层社

会治理机制与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审核通过

125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359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国家安

全意识表征形态与认同教育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文汇》上已用稿《“后真

相”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新探》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心理学前沿》上已用稿《坚

毅的概念、测量与作用》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心理学前沿》上已出刊《辅

导员职业倦怠研究现状与展望——基于

CNKI 核心期刊文献研究》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粤海风》上已出刊《自知·自
觉·自然》论文 1 篇；

5. 在普通期刊《岭南音乐》上已出刊《演着练

演着唱唱着演——从歌剧《江姐》看段岭教授

声乐教学的理念与实践》论文 1篇；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7. 全国最美大学生评选、广东五四青年奖章评

选、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东省分赛：全国最美大学生、广东青

年五四奖章、省赛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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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0
基于媒体融合虚拟交互展示

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rformability Engineering》上已出刊《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image
segmentation》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电子技术》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5G 时代虚拟现实技术人才职业能力

分析研究》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河南科技》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云计算下的一种软件开发方法的研究》

论文 1 篇；

4.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

赛：二等奖 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5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1
基于无线技术及编码技术的

射击对战系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789967；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86075；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153645；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153644；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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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2
节能电梯用按键及其控制方

法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科技资讯》上已出刊《基于红

外感应和 S7-200.MART的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988029；
6.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079143；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5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3
新一代融合多源异构大数据

的社会化信息推荐系统的关

键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上已出刊《融合

显/隐式反馈的社会化协同排序推荐算法》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5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4
多机制耦合高效阻燃体系的

制备及其阻燃聚烯烃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塑料》上已出刊《改性纳米磷

酸锆对膨胀阻燃聚丙烯性能的影响》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1810769290.4；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项；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25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5
基于水性涂料颜填料沉降问

题的流变学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HEC- 锂藻土复合体系的振荡剪切流变

学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广州化工》上已出刊《分散介

质中的增稠剂对水包砂多彩涂料储存稳定性

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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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普通期刊《广东化工》上已出刊《锂皂石

保护胶对水包水多彩涂料性能的影响研究》论

文 1篇；

126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6
区块链技术在精准扶贫领域

应用的创新与思考——以广

东省区块链应用实践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农村农业农民》上已出刊《区

块链技术在广东精准扶贫领域的具体实践》论

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海峡科技与产业》上已出刊《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广东精准扶贫的创新机制与

创新路径》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合作经济与科技》上已用稿《区

块链技术的农业经济优化路径》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6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7
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粤西北

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状况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教育时代》上已用稿《粤西

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分类、成因及

对策——以广东湛江市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机》上已用稿《农村留

守儿童心理教育引导策略——基于农村学校

视角》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6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8
全面活化背景下的顺德古村

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对外传播交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出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佛山民俗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协调翻译理论观照下的佛山民俗文化翻

译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文渊》上已用稿《从协调理论

视角看古村落文化的传播——顺德古村落文

化英译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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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普通期刊《丝路视野》上已用稿《顺德古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论文 1篇；

5. 在普通期刊《研究报告》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古村遗韵 文化之花——全面活化背

景下的顺德古村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对外传 播交流研究报告》论文 1 篇；

126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70
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制造业城

市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以佛山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2020 China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上已出刊《新型工业

化视角下制造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以佛山市为例》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086433.7；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101807.8；

审核通过

1264 私立华联学院 pdjh2020b1371 智能体育馆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上已出刊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Intelligent
Gymnasium System Based on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Under the Internet of
Thing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08542.8；
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704156；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2020“国基北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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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高职组）：

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份；

1265 私立华联学院 pdjh2020b1372
基于金融 AI 人工智能的大

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上已出

刊《基于金融 AI 人工智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项目》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1774878；

审核通过

1266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73 大学生新媒体创业模式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情》上已出刊《大学生新媒

体创业模式探析 ———基于潮汕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生新媒体创业调查报告》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67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74
精准扶贫视域下高职院校贫

困资助工作的探索研究——
以潮汕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数码设计》上已出刊《精准扶

贫视域下高职院校资助工作的探索研究——
以潮汕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68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375 水上清洁卫士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价值工程》上已用稿《基于

OpenMV 的水面漂浮物清理系统》论文 1篇；

2. 已申请未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3250676.0；
3. 已申请未受理发明专利， 编号

202111573228.6；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

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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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1376

基于 AI 人脸分析的智慧课

堂管理系统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T 经理世界》上已出刊《基

于人脸识别的智能教育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基于

特征提取的人脸识别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视界观》上已出刊《人脸识别

算法在课堂管理系统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4. 在核心期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已用稿

《基于 seetaface 人脸识别技术的智慧课堂管

理系统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70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77 智能送餐包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经济导刊》上已出刊《基

于安全可控调节的新型智能化外卖送餐包设

计与实现》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319311；
3. 第六届互联网+创业大赛院内选拔赛和第二

届“管理杯”大学生 5+3 创新创业竞赛：一等奖

2 项；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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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79

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老年护

理服务意向的调查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上已出刊《Analysis on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to Engage in
Elderly Care》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SCIREA Journal of Health》上

已出刊《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toward the elderly ca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卫生职业教育》上已用稿《高

职护生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

析》论文 1 篇；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72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0

三级预防对社区高血压合并

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医药》上已出刊《三级预防对

社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73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1

老年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

用药安全的调查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益寿宝典》上已出刊《老年高

血压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及降压药的合理选

择》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保健文汇》上已出刊《老年人

服用降压药安全性的调查研究》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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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2

正交设计试验法优化复方血

竭白芨口腔膜剂处方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医药卫生》上已出刊《正交设

计试验法优化复方血竭白芨口腔膜剂处方》论

文 1篇；

审核通过

1275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3

高校痛经女性中医体质辨识

及调养方法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锦绣》上已出刊《穴位贴敷配

合健康宣教对女大学生寒凝血瘀型痛经的疗

效观察》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276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4

中医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及

其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锦绣》上已出刊《复方丹参滴

丸对稳定型冠心病的临床疗效观察》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77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85

在大学生中推广急救知识与

技能的方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国际援助》上已出刊《在大学

生中推广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方法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78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86

通过校园活动影响并提高大

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实例研

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电子版）》上已出

刊《关于通过校园活动影响并提高大学生环境

保护意识的实例研究的调研报告》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79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87 你会怎样对抑郁症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人文之友》上已出刊《高职院

校大学生抑郁心理问题分析及干预方式研究

的调查报告》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80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88

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成因与

预警机制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卫生职业教育》上已用稿《民

办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成因及预警机制研

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81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89

通过组织生活增强团员的先

进性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丝路视野》上已出刊《关于通

过组织生活增强团员的先进性的调研报告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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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90

“双高建设”中“时代梦想”创
业团队“公共外交资源库（基

于 AI+MR+5G 技术）”的个

案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渊》上已出刊《“公共外交

资源库”的个案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83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pdjh2020b1391

志愿者培训对志愿者实施激

励的影响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学习导刊》上已出刊《关于志

愿者培训对志愿者实施激励的影响调研报告

——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资

助项目》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84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pdjh2020a1392 泥浆罐体积自动监控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设备管理与维修》上已出刊《泥

浆罐液位传感器在钻井作业中应用探讨》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机》上已出刊《基于嵌

入式单片机的步进控制器》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上已出刊《泥浆罐体积监测系统设计》论文 1
篇；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077855.1；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210710.2；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2234095.4；
7.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8.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66325；
9.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126175；
10.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557345；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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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557365；
1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271788；
13.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2SR0272463；
1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赛获得一等奖；

1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16.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国家级铜奖；

17. 制作实物 1 份；

1285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93

乒乓球多功能击球动作轨迹

模拟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体育科技文献通报》上已出刊

《乒乓球球选项课的“3+进阶式”教学模式设

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1743776.X；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30476050.3；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5.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校赛：一等奖；

6.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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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94

城市高层建筑搜救无人机设

计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汽车》上已出刊《多旋翼

无人的特点及应用》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黑龙江省科学院出版》上已出

刊《一种四旋翼无人机的设计及应用》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80479.X；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80802.3；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80803.8；
6.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282277.1；
7.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110445300.0；
8.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110308350.4；
9.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CN202120852091.7；
10. “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国赛获

得三等奖；

11. 广东省第五届汽车与农村电子环保大赛：

三等奖；

12. 制作实物 2 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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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95 大货车转弯盲区预警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世界》上已出刊《大货车

转弯盲区预警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892630.X；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90405.0；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097461；
5.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6.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7.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8.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88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pdjh2020b1396

传统农业区特色小镇产业整

合与业态创新

——基于南药小镇的实地调

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上已出刊《传统农业区特色小镇产业融合

与业态创新研究——基于南药小镇的实地调

研》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河北省

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上已出刊《乡村振兴战略

下国医小镇发展研究》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4.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校赛：校赛特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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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97

大数据时代的软路由流量控

制和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复合型

软路由平台的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90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98

基于多传感器的家庭火灾报

警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制作》上已出刊《基于多

传感器家居火灾报警系统的设计》论文 1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2份；

审核通过

1291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99 《印绘彩虹》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动漫先锋》上已出刊《手工印

花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讨》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魅力中国》上已出刊《硅胶“拓
印”在服装创新设计中的运用研究》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1920886817.1；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17570.7；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17767.0；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17768.5；
7.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8. 2021 届毕业设计服装项目评比：二等奖；

9. 制作实物 5份；

审核通过

1292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400

高职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

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业 2.0》上已出刊《高职院

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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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2. 在普通期刊《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高职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及分

析》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316235.9；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1293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401

基于岗位胜任力班线长成长

质量全程追踪评价体系——
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上已出刊《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Line Leaders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429688.1；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1294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4

退役复学大学生心理适应问

题及建设对策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公关世界》上已出刊《退役复

学大学生心理适应问题及建设对策》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就业与保障》上已出刊《退役

复学大学生校园适应情况调查》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295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5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生跨

境电子商务自主创业机遇与

挑战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才智》上已出刊《“一带一路”
背景下大学生跨境电子商务自主创业机遇与

挑战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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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6

“大智移云区”新信息技术背

景下高职会计专业毕业生就

业能力提升调查与对策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智库时代》上已出刊《“大智

移云区”新信息技术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毕业

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一等奖；

审核通过

129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7

区域经济背景下学生创新创

业新路径探索－－以高职院

校商务英语专业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校园英语》上已出刊《创新创

业视角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培养

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29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8 一种新型的减速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时代汽车》上已出刊《一种提

高安全性能防止车辆打滑的减速带》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Springer》上已出刊《Automatic
Adjustment Method of Urban Deceleration Belt
Based on Intelligent Sensor Equipment》论文 1
篇；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2918873.4；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299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09 人机电多元驱动助老爬楼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089337.X；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084817.7；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830768.9；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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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得二等奖；

5. 制作实物 1份；

1300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10

高校校园 O2O 模式下基于

无人机配送快递的管理控制

平台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计算机测量与控制》上已用稿

《基于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多旋翼无人机循迹

检测系统设计》论文 1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编号ZL202010886509.6；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0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11 克隆荔枝助力三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2. 制作实物 9份；

审核通过

1302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12

深圳市老年人多重慢病患病

情况及健康管理效果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卫生产业》上已出刊《深

圳市福田区 30 岁以上高血压患者自我效能水

平》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03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13

融合全媒体能量磁场体系，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平

台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江西日报社》上已出刊《基于

磁场效应构建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新平台》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04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14

在非遗传承视角下民居旅游

设计开发探究——以派潭密

石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旅游与摄影》上已出刊《在非

遗传承视角下民居旅游设计与开发的探究

——以增城区派潭镇密石村为例》论文 1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591620.3；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 2020 3
0591628.X；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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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pdjh2020b1417
大学校园垃圾分类与资源循

环利用的调查研究－以广州

松田职业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视界观》上已出刊《高校校园

垃圾分类与回收管理调查研究——以广州松

田职业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资源节约与环保》上已出刊《大

学校园实施垃圾分类的调查研究——以广州

某职业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审核通过

1306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pdjh2020b1418
高职学生恋爱对相关消费市

场影响调研——以广州松田

职业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情感读本》上已出刊《高职学

生恋爱消费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307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pdjh2020b1419

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探索与实践——
以广州松田职业学院财经商

贸类专业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高职院

校学生管理与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青海人民出版社》上已出刊《高

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措施》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08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0
古建筑骑楼文化在城市发展

中的保护与开发——以湛江

骑楼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卷宗》上已出刊《关于城市化

发展与古建筑骑楼文化的调查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309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1
《对大学生网络购物现状的

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业 2.0》上已出刊《关于网

购现状对其弊端改进的调查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310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2
广东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流向

的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卷宗》上已出刊《关于人才流

向发展的调查研究》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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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a1423
一种个性化智能字库生成方

法和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 项；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金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

2. 业大赛－省赛获得金奖；

4.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分赛：铜奖；

审核通过

1312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a1424
宋朝古籍字体活化再造与运

用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30684480.4；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国赛获

得金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金奖；

5.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分赛：铜奖；

审核通过

1313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5
汽车停车智能通风降温系统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博览》上已出刊《汽车停

车通风装置设计构思》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14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6
粤港澳大湾区深基坑工程事

故调查与处理方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鞍山日报集团公司》上已出刊

《深基坑围护常见工程事故分析》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121733590.0；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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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7
广州市虚拟养老院发展策略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市场周刊》上已出刊《广州市

虚拟养老院发展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0SR0654371；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

创业”挑战赛广东赛区省级选拔赛：一等奖；

审核通过

131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8
非遗传承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以广州砖雕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教育学文摘》上已出刊《非遗

传承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广州砖雕为例》

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83473.8；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130283139.2；

审核通过

1317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29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形

式研究——以从化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校园》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形式研究

——以从化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18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0
广东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

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现状调

查－－以梅州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分赛：铜奖；

审核通过

1319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2
“咕咕智能镜”一体化智能镜

项目研究报告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用稿《次时

代技术在智能家具中的运用——基于“攀 登

计划”项目》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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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3
新形势下基于潮汕民间文化

的文创产品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上已出刊

《新形势下基于潮汕民间文化的文创产品研

发调研报告》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商情》上已出刊《潮汕民间文

化创意产品经济价值研究》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银奖；

5.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银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21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4
基于语音和红外遥控的无线

病床呼叫控制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工业》上已出刊《基于语

音和红外遥控的无线病床呼叫控制系统》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926275.9；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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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5
创新志愿服务，助力“精准扶

贫”策略研究 ——以广州市

从化区鳌头镇岭南村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营销》上已出刊《创新志

愿服务，助力“精准扶贫”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视界观》上已出刊《助力“精
准扶贫”策略研究》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上已出刊《基于志

愿服务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略谈》论文 1
篇；

4. 在普通期刊《丝路视野》上已出刊《创新志

愿服务，以教育扶贫腾飞中国梦》论文 1篇；

5. 在普通期刊《青年时代》上已出刊《大学生

志愿服务助力“精准扶贫”路径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2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36

基于 Arduino 平台开发的办

公桌健康管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基于

Arduino 平台开发的办公桌健康管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4份；

审核通过

1324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37 “SafeBox”安全云盘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上已出刊《基于树莓派的安全网盘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963700.6；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25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38

基于微信小程序智能餐饮系

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基于微

信小程序智能餐饮系统的设计》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26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39 智能衣物收晾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信息》上已出刊《智能衣

物收晾系统》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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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40

新时代高校外语类“课程思

政”建设研究与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上已用稿《高

校外语类“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28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42 校园一站式服务小程序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脑爱好者》上已出刊《校园

一站式服务微信小程序设计与开发》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29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

学院
pdjh2020b1443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学生乡

村就业意愿的调查与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百科论坛》上已出刊《乡村振

兴背景下高职学生乡村就业意愿的调查分析》

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现代职业教育》上已出刊《高

职思政课培育学生“三农”情怀的着力点》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生活》上已出刊《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高职学生返乡就业意愿

的对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通过

1330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a1444

基于 Arduino 控制的可语音

识别的智能分类垃圾桶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 期刊《Design Engineering》上已

用稿《基于 PID 算法控制的移动机器人行径路

线的控制研究》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 2 007
5215.0；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2020301296521；
4.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2014295；
5.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6.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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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45 助眠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测试》上已出刊《基于单

片机控制的助眠机器人设计研究》论文 1篇；

2.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888379；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1296297.8；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32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46

基于智能魔方教学机器人的

开发研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中国

航天航空大学》上已出刊《嵌入式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教学及比赛的探索》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33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47

基于人口老龄化现状而制作

的老人跌倒安全预警装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技风》上已出刊《基于

adxl345 倾角传感器的老人防跌倒检测与报警

系统》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202020482732X；

3.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通过

1334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48

基于网络直播视角的清远乡

村旅游“深度参与”项目调查

与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特区经济》上已出刊《粤港澳

大湾区视域下清远民宿创新路径》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出刊《直播视

角下清远乡村旅游沉浸式体验探索》论文 1篇；

3.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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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49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营企业

参与脱贫攻坚显著成果报告

――以碧桂园集团积极参与

英德精准扶贫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上已出

刊《试析民营企业助力扶贫的有效性与积极意

义——以广东碧桂园集团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上已出

刊《浅谈民营企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五个

主要做法》论文 1篇；

审核通过

1336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pdjh2020b1450

高校大学生体验式感恩教育

的探索与实践——以广东碧

桂园职业学院校园见习“园
丁管家”公益志愿服务项目

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世纪之星》上已出刊《大学生

体验式感恩教育实践和探究——以广东碧桂

园职业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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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拟不通过结项认定名单
（收回部分专项资金，共 96 项）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实证验收材料 认定结果

1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8
“没有宅基地”的村庄：宅基

地制度失效的机制分析——
基于广东省六个村庄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SCI/CSSCI 期刊《第四届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论文，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博士生论坛会议论文》上未录用（在审或返

修）《征地能否促进城乡一体化？——来自微

观个体的证据》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第五届北大－复旦“国
家深度治理论坛”会议论文》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市场化如何影响村庄发展？——基

于大样本村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二等奖；

4. 第八届「青年中国行」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

实践活动：全国百强团队。

审核未通过

2 中山大学 pdjh2020a0009
服务“新三农”：新时代下供

销社职能转型——基于广州

市 5 区 19 村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农村经济》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服务新三农：新时代供销社职能

转型调研》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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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普通期刊《社会工作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社会经济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乡

村生计发展探索》论文 1篇；

3. 在普通期刊《社会工作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妇

女发展实践》论文 1篇；

4. 在普通期刊《社会工作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资产为本视角下城郊融合型乡村

文化振兴和社区参与的实践探索》论文 1 篇；

5.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工作优秀服务案例

和调研报告征集评选：优秀服务案例三等奖；

3 中山大学 pdjh2020b0027
对话 AI：人机交互对自我和

消费行为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外国经济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君子不器：智能 AI 如何影响人

性化知觉》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外国经济与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人机交互文献综述》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4 华南理工大学 pdjh2020b0048
人类血液罕见病斑马鱼模型

快速建立及其应用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Functional verification of VUS of
human blood disease pathogenic gene IRF8 using
zebrafish model》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5 暨南大学 pdjh2020a0065
寒门再难出贵子？——探究

学生群体教育机会差异的现

状与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未投稿《寒门再难出贵子？—— 探究学生群

体教育机会差异的现状与影响》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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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0
海马中 NMDA 受体通路对

社交行为的调控作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EMBO Report》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 eEF2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regulates excitatory synaptic transmission and
social behavior》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7 暨南大学 pdjh2020b0072
流感病毒特异性 T 淋巴细胞

抗原识别受体功能检测方法

的建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Elsevier》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SARS-CoV-2 variant Omicron
(B.1.1.529) associated mutant epitopes
recognized by HLA-A2+ CD8+ T cells are
related to the reduce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8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1

黑山羊瘤胃内容物抗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菌株筛选及其

抗菌物质的分离纯化与评估

分析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Acta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Sinica》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Phosphorylation-medi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E26 transcription factor 1 and Specific
protein 1 is required for tumor cells migration》论
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9 华南农业大学 pdjh2020b0096
微型智能蘑菇房的制备技术

集成及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3246009.0；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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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15
MicroRNA 介导雄激素性脱

发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Molecular Therapy》上未录

用（在审或返修）《AR/miR-221/IGF-1 pathway
mediates the pathogenesis of androgenetic
alopecia》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11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3
应激状态下自杀风险者情绪

调节策略对风险决策的影

响：行为及 ERP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Joint-channel-connectivity-based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n fNIRS for stress
detection in decision making》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12 南方医科大学 pdjh2020b0124
“雅”健康：基于广东 4 万余

人的实证调研和《亚健康管

理模式》的示范性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世界中医药》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基于亚健康状态探讨中医“体病相

关”理论的新视角投稿》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世界中医药》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中医“治未病”技术与方法的探讨及

展望》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13 广州中医药大学 pdjh2020a0129

海马齿状回的 Parvalbumin
中间神经元在母体免疫激活

诱导的精神分裂症模型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期刊《Molecular Psychiatry》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Parvalbumin interneurons
in the dentate gyrus underlying the
schizophrenia-relevant behavior》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1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pdjh2020b0201 产品口碑预警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Springer》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Distillation Language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Cross-lingual Sentiment
Classifiication》论文 1篇；

2. 已受理著作权， 编号 2022R11S0132323；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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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实物 1 份；

15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a0254
仿生纳米载药体系通过调节

细胞焦亡通路减缓脓毒症诱

导的肺损伤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Triptolide Loaded
biomimetic nanoparticles attenuate LPS-induced
lung injury via suppressing pyrolysis》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16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b0266
异鼠李素通过 Bax 调控鼻咽

癌细胞生长增殖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未投稿《Bioinformatic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Isorhamnetin o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论

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17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7
湛江湾沉积物重金属浸提液

对原位上层水体浮游生物群

落结构的影响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环境保护科学》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湛江湾沉积物浸提液对原位上层

水体中重金属和营养盐的影响》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18 广东海洋大学 pdjh2020b0279
方斑东风螺渐渗杂交及其遗

传影响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 Journal of Shellfish
Research》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Comparative
mitochondrial genomic analysi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sea snails》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381571.X；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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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2120429051.1；
4.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396898.4；
5.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120515787.0；

19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a0300
广东省公立老年病康复医院

人力资源配置标准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全科医学》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全国医生科普抖音号运营效率研

究》论文 1篇；

2. 在核心期刊《中国现代应用药学》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基于肿瘤微环境构建结肠癌

患者的免疫相关基因预后模型》论文 1篇；

3. 在核心期刊《中国老年学杂志》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村老年人健康

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论文 1篇；

4. 在核心期刊《中国老年学杂志》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住院服务利

用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1篇；

5. 在核心期刊《中国老年学杂志》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广州市某老年病康复医院人力资

源配置研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20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5
基于成骨细胞衰老模型筛选

抗氧化天然小分子化合物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上

未录用（在审或返修）《橘红素预处理对过氧

化氢诱导成骨细胞损伤的保护机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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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8
小球藻多糖延缓衰老和神经

保护活性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Elsevier》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The anti-aging effects of chlorella
polysaccharide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广东药科大学学报》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小球藻主要成分的生物学活

性及其应用的研究进展》论文 1 篇；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22 广东药科大学 pdjh2020b0309
纳米材料催化发光现场在线

检测醛类污染物新技术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Microchimica Acta》上未录

用（在审或返修）《Lanthanum oxycarbonate with
nanosheet-like network structure for
cataluminescence sensing of tetrahydrofuran》论

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23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a0334
新媒体时代涉民族因素的网

络舆情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东莞理工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统战工作视角下高校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培育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陕西人民》上已出刊《新媒体

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策略探

析》论文 1篇；

3. 在 SSCI/CSSCI 期刊《广西民族大学》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涉民族因素的网络舆情

疏导工作现状分析—以广州市为例》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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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pdjh2020b0343
基于非线性多模干涉的同步

被动锁模双色光纤激光器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光电子激光》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基于碳纳米管被动锁模的波长可调

谐掺铒光纤激光器》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25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a035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教育

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

实践路径研究——以广东省

湛江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未投稿《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贫困地区的扶

志、扶技——“志技同行”的实践路线研究》论

文 1 篇；

2. 未投稿《后扶贫时代教育信息化推进贫困地

区精准扶贫“三位一体”模式构建与应用》论文

1篇；

3. 未投稿《后扶贫时代教育信息化助推贫困地

区》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2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pdjh2020b0394
化橘红黄酮类物质合成及积

累基因调控网络构建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peerJ》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基于转录组技术及HPLC的化橘红黄酮类物

质合成调控研究》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4.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

级特等奖；

审核未通过

27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4
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结构优

化及精算平衡研究 ——基

于可持续发展角度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Bio-Bywor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ty.》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s Funding Structure ——Based
on the Guangdong Province》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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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5
资源错配视角下产业结构优

化的机理与路径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商业观察》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政策效果评价与区域消费差异 ——
基于劳动力错配视角》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29 广东警官学院 pdjh2020a0412
基于大数据战略的情指“双

+”警务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航班》上已出刊《基于大

数据战略的情指“双+”警务模式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30 广州航海学院 pdjh2020b0444
基于机器视觉的无人船自主

停靠及系泊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申请未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31 广州大学 pdjh2020a0459

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感的形成

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基

于港澳生对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诉求的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青年探索》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生成逻辑建构与

提升路径探索——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视

域》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32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a0479
基于互联网资源共享的肿瘤

放疗精准体位固定器 3D制

造与推广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工程塑料应用》上已出刊《PCL
抑菌改性及其在肿瘤放疗体位固定器 3D打印

中的应用》论文 1 篇；

2. 在核心期刊《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上已出

刊《一种基于 PBAT/滑石粉的 3D打印材料研

制》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5. 在中国生物材料大会产业化论坛暨第一届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6.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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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4

探究 Senolytic（抗衰老药物）

对 MSC（间充质干细胞）治

疗大鼠糖尿病皮肤损伤的作

用及其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SCI/EI期刊《ADVANCED MATERIALS》
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Local administration
of senotherapeutics promotes articular cartilage
repair》论文 1 篇；

2. 在 SCI/EI期刊《Experimental & Molecular
Medicin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A
Chemically-defined Culture System Promotes
UCMSC Production and Therapy by Regulating
Sequential Changes of Local Cytokines》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34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88
天然碱性水调节 OTOP1 碱

化尿液的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The urine
alkalinizing effects of alkaline water
supplementation》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35 广州医科大学 pdjh2020b0491

金黄色葡萄球菌 ccpA 缺失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１型糖

尿病小鼠糖脂代谢的影响及

其分子机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ΔCCPA accelerates the
metabolic remodeling in diabetic mice by
activation of STAT5/PDK4 signaling pathway》
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36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4
一种可集成化非接触式的全

自动智能精准移液模块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021SR1753718；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特等奖；

3.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37 深圳大学 pdjh2020a0500
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的司法

裁判规则研究——以 271 份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深圳法学》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模式研究》论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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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学术论文 1篇；

38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1
智能一体化步进电机联动通

用伺服模块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39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11
铜掺杂硫化镍纳米片阵列自

支撑电极的制备及其氧气析

出反应催化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Unsaturated
coordination Cu-doped Ni3S2 enhanced OER
activity by promoting in situ surface
electro-oxidation》论文 1篇；

2. 广东第十届大学生材料创新大赛：三等奖；

审核未通过

40 南方科技大学 pdjh2020a0518
有机酸 PTS对废旧钴酸锂电

池中有价金属的环保高效回

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 SCI/EI期刊《爱思唯尔》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Efficient recovery of lithium and
cobalt from spent lithium-ion batteries by
p-toluene sulfonic acid》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41 韶关学院 pdjh2020b0540
防腐蚀超疏水自清洁涂料的

制备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疏水/疏油涂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3.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

“微瑞杯”华南赛区：三等奖；

审核未通过

42 嘉应学院 pdjh2020a0547

HIF-1α基因沉默联合 MSA
对宫颈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

影响和其内在调节机制的初

步探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安徽医科大学学报》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HIF-1α沉默联合甲基硒酸对

宫颈癌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究》

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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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0 基于机器视觉的机械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省赛一等奖、

国赛三等奖；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44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2
基于高分遥感与深度学习的

梅州市柚树单株识别、面积

调查及健康评估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农业科学》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 YOLOv5 与无人机遥感的梅

州柚树单株识别研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45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3
柚类汁胞可溶性固形物囊瓣

内区域性差异化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柚类汁胞可溶性固形物囊瓣内区域

性差异化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46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6
二氧化锰的表面缺陷结构调

控及其在高湿度下催化臭氧

分解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Elsevier》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Facile synthesis of c-disordered
δ-MnO2 for efficient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ozone》论文 1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369315.9；
3.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4.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5.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47 嘉应学院 pdjh2020b0557
多重网络影响下客家侨乡的

发展与变迁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多重网络影响下客家侨乡的发展与

变迁 ——以松口古镇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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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2 智能水产养殖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现代计算机》上未录用（在审

或返修）《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能水产养殖系

统设计》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49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4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打造“会
呼吸”的海绵校园——以惠

州学院为例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惠州学院校刊》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海绵城市理念打造“会呼吸”
的海绵校园——以惠州学院为例》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50 惠州学院 pdjh2020b0565
一类二阶线性矩阵微分方程

解的定性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一类二阶线性矩阵微分方程解的定

性研究学习报告》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51 东莞理工学院 pdjh2020b0585
多重氢键弹性体的制备及阻

尼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上未录用（在审或返修）《Preparation
of NBR/FA Composites by Designing a Surficial
Immobile Layer》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5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a0737

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的传

承与发展调查研究——以广

东省佛山市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上已出刊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ambiered Canton Gauze》论文 1 篇；

2. 在 SSCI/CSSCI 期刊《文化遗产》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非遗文化形象、感知价值与

购买意愿实证研究 ──以国家非遗“香云纱”为
例》论文 1篇；

3.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4. “正大杯”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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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赛总决赛：三等奖；

5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pdjh2020b0741

基于视觉检测的无人机稳定

控制系统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电子设计工程》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 OV5648 的无人机稳定控制

系统的研究》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5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pdjh2020a0830

“区块链+纳税服务”的优化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背景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未投稿《区块链在纳税服务领域的应用探讨

——“云税链”系统》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55 广州商学院 pdjh2020b0675 学时通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基于前后端分离模式的 Web 安全

认证机制》论文 1 篇；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56 广州工商学院 pdjh2020b0698 基于 5G 冷链物流系统工程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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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广州理工学院 pdjh2020b0850
泔水综合处理资源绿色产业

化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科学与技术》上已出刊《泔水

综合处理资源绿色产业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58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a0801
基于 MOFs 材料的 DNA 电

化学生物传感器制备及其大

肠杆菌快速检测应用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传感器与微系统》上已用稿《信

号放大策略在比率型电化学生物传感器中的

应用进展》论文 1 篇；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

赛获得三等奖；

3.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59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a0802
产业脱贫的实现路径和政策

建议——以广东省级贫困村

虎石村的脱贫实践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南方农业》上已出刊《共同富

裕理念下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探析》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科教导刊》上已出刊《我国医

疗救助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论文 1篇；

3.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联盟

2020 年精准扶贫专项社会实践成果征集活动：

全国一等奖；

审核未通过

60 广州南方学院 pdjh2020b0805 便携式隐形感应集尿装置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中国当代医药》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介绍一种便携式隐形感应集尿装

置》论文 1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61 广州华商学院 pdjh2020b0839
“闪电狗”泛区域物业电力物

联网智慧管理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第四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国赛三

等奖；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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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882

医疗垃圾捡拾机器人遥操作

随动臂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制作实物 8 份； 审核未通过

6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a0885

广府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已出刊

《四无箴言：崔与之终身行业之本》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上已出刊《修齐治平：邱浚家风传承与儒家理

想的融合互益》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6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88

花生粕发酵法脱脂制作低糖

低脂营养食品的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食品工业》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解脂酵母发酵花生粕条件优化的研究》

论文 1篇；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6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0890

谷氨酰胺转氨酶产生菌诱变

选育及产酶条件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酿造》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谷氨酰胺转氨酶产生菌产酶条件优化

的研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66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a0956
基于无人机的大气监测系统

设计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3570582；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4843765；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9599724；
4.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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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58
具有视线采集分析功能的冲

泡式售卖机研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制作实物 5 份； 审核未通过

68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pdjh2020b0959 新型可变容积节约型容量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6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

学院
pdjh2020b1012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

与优化方案的调查报告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1494492.6；

审核未通过

70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0

基于物联网的固定资产智能

管理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0834182； 审核未通过

71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064 新媒体助力农村电商扶贫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2021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

级（推荐认定）；

审核未通过

72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pdjh2020a1086 公益图书室智慧共享平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5595001；
2. “挑战杯·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获

得铜奖；

3.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省分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优胜奖：优

胜奖；

4.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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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a1109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港澳青

年内地创业情况案例调查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经济师》上已出刊《异地创业

者跨越异地复杂环境获取合法性的机制研究

——基于依威能源和很有峰格的案例研究》论

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7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a1110

融入工匠精神的高职专业课

教师胜任力与学生评价关系

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新一代》上已用稿《工匠特质

视角下高职教师胜任力与学生评价关系调查

研究》论文 1 篇；

2. 在普通期刊《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上已用稿《融入工匠精神的高职专业课教师胜

任力实证研究》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75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

学院
pdjh2020a1111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背景

下深圳民宿业发展新态势与

政府行为分析

——基于深圳大鹏新区 100
家民宿的调研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当代旅游》上已用稿《深圳旅

游民宿发展的模式创新与发展路径分析》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调研报告（非论文）》上未录

用（在审或返修）《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调访

报告（游客）》论文 1 篇；

3. 在普通期刊《调研报告（非论文）》上未录

用（在审或返修）《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经营

者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76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a1149
酸雨对华南地区假臭草入侵

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297653.1；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202020872232.7；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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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1
一种可调式桌面 3D打印机

的发明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687599.7；
2.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1338.0；
3.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142.7；
4.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869.5；
5.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95274.0；
6.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141.2；
7.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879.9；
8.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137.6；
9. 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编号

ZL202030789867.6；
10. 制作实物 1份；

审核未通过

7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pdjh2020b1157
提高广州城市的创新能力发

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提高广州创新城市发展的问题及对

策研究》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79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1

高可用、可持续集成、服务

于互联网应用的小型容器云

系统的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

赛云计算赛项（高职组）等：二等奖等；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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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

学院
pdjh2020b1165

社交媒体中旅游体验分享行

为及影响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旅游虚拟社区信息质量对目的地形

象形成的影响：以马蜂窝为例》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调查报告》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调查报告《马蜂窝旅游信息对目的地形

象的影响》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81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172

广州市小学生近视相关因素

调查及健康教育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实用医学》上未录用（在审或

返修）《广州市小学生近视相关因素调查》论

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8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177
基于功率需求预测的电动汽

车节能控制策略研究及实验

验证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汽车与驾驶维修》上已出刊《四

轮独立驱动电动方程式赛车的驱动控制系统

设计》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19 2
2092494.1；
3. 2020 年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黑马

奖、三等奖；

4.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8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180 智能中药 AR 教学软件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 SCI/EI期刊《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上已出刊《pH-Sensitive and
Charge-Reversal Polymeric Nanoplatform
Enhanced Photothermal/Photodynamic
Synergistic 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论文 1
篇；

2. 已授权发明专利， 编号 2021102161；
3.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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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33

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问题研究——基于广

东省河源市省定 38 个贫困

村的调研数据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江西电力职业学院学报》上已

出刊《论新村规民约的应用现状与优化机制》

论文 1篇；

2. 在普通期刊《农村实用技术》上已出刊《美

丽乡村建设中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大学生社会实践 1529 份调查问卷分

析》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8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6
基于 OPENMV 的视觉足球

小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20 年

“5G-AI”专题：一等奖；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86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259
海马齿的工厂化培育及其高

值化利用研发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广东农业科学》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海洋蔬菜（海马齿）的工厂化培

育及其高值化利用研究》论文 1 篇；

2.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科技作

品校级竞赛：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8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289
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以广东多地学习类 APP

监管与治理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远程教育杂志》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以广东学习类 APP 监管与治理为例》论文

1篇；

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审核未通过

8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4
清远市孕妇对孕期社区医疗

保健服务需求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未投稿《孕妇对孕期社区医疗保健服务需求

及满意度探讨－－以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为

例》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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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36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责任担当

精神调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普通期刊《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未

录用（在审或返修）《新时代大学生责任担当

精神培育探究》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9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a1356
基于机器视觉的图书摆放错

位勘误 AGV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受理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2. 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3. 制作实物 4 份；

审核未通过

9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pdjh2020b1369
网络热点对大学生思想观念

影响的实证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南昌航空大学》上已出刊《全

媒体时代重大疫情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

及教育引导》论文 1篇；

审核未通过

92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pdjh2020b1378

口服药物困难患者的辅助吞

咽触变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中国医药工业杂志》上未录用

（在审或返修）《鼻喷雾剂雾滴粒径的一致性

分析》论文 1 篇；

审核未通过

93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

学院
pdjh2020a1402

基于 ZigBee 的隧道人员定

位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重点项目

1.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49481.4；
2.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50593.1；
3. 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ZL 2021 2
0651101.0；
4. 已受理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5. 制作实物 2 份；

审核未通过

94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pdjh2020b1415 一种市场营销用的促销台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已获得著作权， 编号 2021SR1693931；
2.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9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pdjh2020b1416 智能寻车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制作实物 1 份；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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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pdjh2020b1441
儿童图书馆智能机器人造型

设计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1. 在核心期刊《现代教育管理》上未录用（在

审或返修）《基于服务社会的高职大学生科技

创新能力培养探索》论文 1 篇；

2. 已受理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 项；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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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拟不通过结项认定名单
（收回全部专项资金，共 18 项）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项目等级 认定结果

1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a0234
个税改革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研究－

基于子女教育投资意愿的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审核未通过

2 广东财经大学 pdjh2020b0240 纳税服务视角下优化营商环境的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3 广东医科大学 pdjh2020a0256
HER-2亲和体－LL37 融合蛋白对高

表达 HER2 胃癌细胞的抗肿瘤作用研

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审核未通过

4 广州体育学院 pdjh2020a0329 舞狮援疆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5 岭南师范学院 pdjh2020a0353
《年例宴客与礼物流动：社会网络构

建对美丽乡村建设实证研究——以兰

石镇四个自然村调查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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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金融学院 pdjh2020b0403
就业优先政策下大学生就业质量路径

研究和思考——以广州市高校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7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pdjh2020b0434 大学生无聊程度对持续注意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8 深圳大学 pdjh2020a0498 基于广东台风灾害的巨灾债券设计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重点项目 审核未通过

9 深圳大学 pdjh2020b0506 超材料吸波器及其应用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pdjh2020b0717 微型压缩空气发动机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pdjh2020b0721
戏曲进校园的研究与实践－－粤剧艺

术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保护传承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004
让“短视频”成为当代共青团的有力发

声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3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pdjh2020b1036

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调

研报告－－美东工业园社工服务站为

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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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pdjh2020b1038

新时代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模式

的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5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pdjh2020b1095

“00 后”大学生典型性文化消费现象调

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6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pdjh2020b1096

广东省高职院校学生志愿服务开展情

况的社会调查——以钟落潭地区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pdjh2020b1403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隧道施工有害

气体监测系统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18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pdjh2020b1431 “筝筷”全程帮 科技发明制作类 一般项目 审核未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