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市2021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 （“大专项+任务清单”）拟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额度 

(万元)
所属辖区 资助方式 分配方式

合计 1450

一、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及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1165万元

（一）2020年重点领域研发项目450万元

1 5G用轻量化低介电陶瓷材料 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陈    梁 50 大亚湾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 5G通讯HDI板高频混压工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    刚 50 大亚湾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3 基于深度学习的PCB线路板缺陷检测技术及应用研究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施世坤 50 惠阳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4 新型环状碳酸酯类功能添加剂及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的开发与产业化 惠州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 周建新 50 大亚湾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5 4.5μm普抗电解铜箔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 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万新领 50 博罗县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6 4K/8K超高清智慧家庭终端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云华 5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7 VIDI视觉检测设备的研发及应用 惠州市德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李卫明 5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8 面向无人驾驶的视觉人工智能识别算法与自然交互环境感知 AR-HUD技术研发 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司 骆名灯 5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9 基于连番止泻胶囊的固体混悬小儿分散片开发 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黄德浩 50 惠城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二）推进国家高新区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100万元

10 惠州仲恺高新区创建广东省国家高新区综合改革示范区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文  波 10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三）科技金融结合专项95万元

11

科技信贷评估优秀奖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 —— 21 市   直 事后补助 竞争择优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 19 市   直 事后补助 竞争择优

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 17 市   直 事后补助 竞争择优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 15 市   直 事后补助 竞争择优

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 13 市   直 事后补助 竞争择优

16 2021年惠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专项工作项目 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卢劲尧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四）支持创新创业520万元

17 “惠深创新中心”异地孵化器建设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 30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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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额度 

(万元)
所属辖区 资助方式 分配方式

18
承办第十届创新创业大赛（广东·惠州赛区）暨惠州市第五届“天鹅杯”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文   波 15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9 双创班：大湾区发展下“双创管理”人才培养的路径优化 惠州学院 王兴邦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0 承办第六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惠州赛区） 惠州市广工大物联网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毕晶晶 6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二、引进重大创新资源150万元

21 共建工业互联网高端研发及推广应用平台 惠州市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创新研究院 眭世荣 150 仲恺区 事前资助 落实协议

三、提升地市科技服务能力135万元

22 惠州市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火炬统计、运行情况登记、高技术产品及服务统计服务惠州市高新技术与民营科技企业协会 吴   文 70 市   直 事前资助 购买服务

23 惠州市2020年度R&D统计数据质量提升项目服务 深圳市维度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纪培端 25 市   直 事前资助 购买服务

24 “精密仪器设备”和“区块链与量子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调研 惠州中科先进制造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郑碎武 20 市   直 事前资助 购买服务

25 “前沿新材料”和“激光与增材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调研 惠州市广工大物联网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   武 20 市   直 事前资助 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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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2021年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拟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额度 
(万元)

所属辖区 资助方式 分配方式

合  计 800

一、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市县创新能力提升300万元

（一）省级农业“星创天地”40万元

1 “神草山庄”星创天地建设 龙门县斛金缘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   莉 10 龙门县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2 惠州药用植物引种驯化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 惠州象山药王谷种养科技有限公司 萧进飞 10 博罗县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3 优质水稻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推广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蒋耀智 10 惠城区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4 大橘数字果园星创天地 广东大橘果业有限公司 欧   娜 10 惠阳区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二）现代农业科技攻关项目50万元

5 可循环玉米秸秆/EVA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及应用 惠州学院 邱   思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6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农林植保无人机组网协同路径规划研究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许震宇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7 基因编辑技术快速获取水稻雄性不育系方法的探究及应用 惠州学院 王梦龙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8 红脚艾活性功能因子高效分离制备技术及应用示范 博罗县康祥岭南本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段   迪 10 博罗县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9 长叶竹柏等优质多功能树种高效培育关键技术研究 惠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舒夏竺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三）社会发展领域项目80万元

10 新型多糖复合纳米硒拮抗重金属在粮食安全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惠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林志强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1 基于安全减震系统的曳引式电梯降噪固定装置的研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卢明阳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2 X波段双偏振相控阵雷达定量降水估测技术及其在强降水预报中的应用 惠州市气象局 甘   泉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3 高浓度养殖废水处理工艺的研究与开发 麦菲特水务（广东）有限公司 田小健 10 惠城区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4 海绵动物人工规模化扩繁及海洋生态修复应用 惠州市海洋技术中心 梁浩亮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5 基于重组聚合酶扩增快速鉴定新型冠状病毒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陈江涛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6
惠州市癌症大数据调查——2016年-2020年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恶性肿瘤发病
及死因调查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袁   霞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7
基于个体临床动态数据监测的混合电抽搐治疗（i-HECT）对青年抑郁患者的疗
效、神经机制和安全性研究

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谭柏坚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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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额度 

(万元)
所属辖区 资助方式 分配方式

（五）科学普及专项40万元

18 科技进步活动月系列科普活动 惠州市科普推广协会 游祖城 23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19 融媒体科普传播 惠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李家声 15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0 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科普知识手册》 惠州市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创新研究院 闫   旭 2 市   直 事前资助 落实协议

（六）惠州市与黔西南州东西部科技协作90万元

21 对口黔西南州科技协作专项资金 惠州市科技局 —— 100 市   直 事前资助 落实协议

二、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能力提升200万元

22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丝苗米农业科技园区 博罗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杨东生 100 博罗县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23 惠州市惠东县蛋鸡健康养殖科技园区 惠东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陈   平 100 惠东县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三、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新动能培育300万元

（一）科技特派员项目100万元

24 2021年度企业科技特派员试点 惠州学院 蒋   辉 50 市   直 事前资助 定向支持

25 松园围村农村电商技能培训与特色农产品网络营销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严丽娜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6 十字花科蔬菜药肥减施增效技术示范与推广 惠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刘凤沂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7 优质丝苗米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惠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李雄兵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8 金银花优良品种选育及繁育研究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廖芳均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29 黎光村农畜产品物联网全链路溯源云平台 惠州学院 吴志攀 10 市   直 事前资助 竞争择优

（二）对接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200万元

30 广东省主要经济作物肥料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研发与示范 中科菌悦（惠州）科技有限公司 仲乃琴 200 惠东县 配套资助 配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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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高职农林牧渔教指委〔2021〕11 号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农林牧渔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关于 2021 年度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拟立项名单的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粤高职农林牧渔教指委〔2021〕3 号）要求，经

个人申报、教指委秘书处资格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拟立项

《新时代背景下广东省现代林业高职专业人才需求分析研

究》等 4 个项目为重点委托项目，《“金课”导向下的<插

花与花艺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等 4 个项目为重点项

目，《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三+五”培训模式的研究》等

36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止。公示期内，

如持有异议，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来访形式向粤高职农

林牧渔教指委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本人真实姓名

和提供真实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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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农林牧渔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拟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第一申报单位

重点委托项目（4项）

1
新时代背景下广东省现代林业高职

专业人才需求分析研究
廖金铃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2
广东省现代渔业高职专业人才需求

分析研究
陈兴汉

阳江职业技术学

院

3
广东省涉农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年报（2021 年）
关善勇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4
广东省现代畜牧业高职专业人才需

求分析研究
刘国乾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重点项目（4项）

1
“金课”导向下的《插花与花艺设计》

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谭聪丽

东莞职业技术学

院

2

深度产教融合视域下涉农高职院校

服务地方产业振兴的科创资源共享

路径探索及研究

马晓晓
广东农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职院校

村官班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与探索
黄静潇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4
基于品牌强农战略的《品牌形象设

计》课程案例整合研究与实践
杜平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一般项目（36 项）

1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三+五”培训

模式的研究
杨曼丽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业经

营与管理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孙伶俐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3
基于OBE理念的高职涉农物流课程诊

改设计研究与实践
杨倩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专业

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融合培养模式

探索——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刘佳凡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 4 —

5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园林工程》混

合式教学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袁韵珏

东莞职业技术学

院

6
林业技术专业群融媒体林业科普课

堂革命
梁晓婷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7
乡村法治背景下涉农高职院校法治

教育融入专业课的研究
陈满玉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8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以畜牧兽医

专业为例

高凤磊
广东农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9
基于工作过程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与

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李静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10
基于SPOC+PBL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配

合饲料生产》课程中的提升与实践
陈明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1
“双创”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创业伦理

培育研究
谷摧摧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2
“4+0”高本衔接园艺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谢秀凤

广东农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13
《插花艺术与花艺设计》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研究
陈育青

广东环境保护工

程职业学院

14

高职扩招背景下涉农院校电子商务

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李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5

涉农类高职院校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以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何艳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6
乡村振兴背景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开展村庄规划课程研究
季佳音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7
疫情背景下食品加工专业综合实训

教学改革设计
程学勋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18 《花卉装饰技术》改革探索与实践 林秀莲
惠州工程职业学

院

19
互联网+背景下园艺技术专业双创课

程《花卉营销》课程改革的探索
何卓彦

广东环境保护工

程职业学院

20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涉农教材建设与

管理研究—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

例

何晓琳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1
高职涉农类专业学生服务乡村振兴

的职业素质培养路径探究
赵博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2
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高职院校环境工

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李碧方

广东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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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职园艺技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途径与模式探究
杨丽华

惠州工程职业学

院

24
新媒体时代涉农高职院校体育文化

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互通性研究
陈灿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5

质量诊断与改进背景下高职院校农

业类专业“顶岗实习”过程管理问题

与对策研究

谢小曼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6
高职扩招背景下《林木种苗生产技

术》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周鹏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27

乡村振兴战略下涉农高职院校

青年教师教学教育能力提升路径研

究与实践

孙洪凤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28
数字学习资源支持下的高职课程混

合学习设计研究与实践
易弦

广东农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29

基于移动终端APP的高职教学改革与

实践研究——以《林业有害生物控制

技术》课程为例

雷梦英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30
中高职衔接背景下农林牧渔类专业

教师培训实践与改革研究
方心灵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31

园林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标

准改革实践——以《园林植物综合》

课程为例

王琳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32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求下广东林

业扩招生分层分类人才培养路径研

究

赵静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33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东高素质农民

培育的路径研究
钟均宏

惠州工程职业学

院

3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以园艺专业为例
乔红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35

产教融合背景下涉农类高职院校“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以广东

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高燕林
广东科贸职业学

院

36
“产学结合、校企共建”模式下服务

现代林业的环境监测课程建设
唐雄

广东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19GKTSCX001 矩阵及张量的组合性质与指数问题 黄宇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 2019GKTSCX002
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场跑道检测机器
人关键技术研究

陈裕芹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3 2019GKTSCX003
基于互联网+的航空危险品校园服务

科普平台建设
叶宝玉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 2019GKTSCX004 飞机维护技能虚拟培训系统研发 丘宏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 2019GKTSCX005
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协作与融通
机制研究

韩光胜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6 2019GKTSCX006
机场周界安防系统的新型光纤传感
器件及其信号检测技术研究

梁有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7 2019GKTSCX007
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自动飞行控
制律设计及仿真

徐恩华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8 2019GKTSCX008
航空排放区域差异及演化的预测分
析

徐燕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9 2019GKTSCX009
基于量子点薄膜的新型光学湿度传
感器的研究

王海燕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0 2019GKTSCX010
绿色驱蚊剂苹果酸酯的环境友好型
合成及其应用

赵娜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1 2019GKTSCX011
油料残渣发酵法脱脂的酵母筛选及
其应用

李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2 2019GKTSCX012
可直接用于食品的生物表面活性剂
产生菌及其产物的研究

邓毛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3 2019GKTSCX013
刨削铜管三维螺旋翅片工艺特征及
散热性能分析

吴任和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4 2019GKTSCX014
通用烯烃类聚合物层状微纳米孔仿
生结构制备及其强韧化机理研究

陈金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2
             2019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立项名单（高职）

1.自然科学类



15 2019GKTSCX015
过渡金属氧化物基纳米材料的可控
构筑及新型光电转换与储存一体化
柔

邱文达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6 2019GKTSCX016
基于冷源互补的荔枝保鲜配送关键
技术

王广海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7 2019GKTSCX017
基于混合现实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管
理系统智能交互系统

徐艳民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8 2019GKTSCX018
袋装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取药系统研
究

刘凯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2019GKTSCX019
基于智能可穿戴增强现实眼镜的听
力障碍人群辅助交流器具的研究

张永亮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 2019GKTSCX020
基于手机背板并片非圆车削刀具进
给轨迹平滑算法研究

张勇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1 2019GKTSCX021
基于深度学习的安全帽佩戴行为低
能见度下检测研究

林敏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2 2019GKTSCX022
基于FDM的PC改性3D打印材料的

研究
何显运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3 2019GKTSCX023
水辅助注塑制品微观结构及形成机
理研究

赵俊峰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4 2019GKTSCX024
汽车安全行驶轮胎动态负荷能力监
控新技术的研究

潘梦鹞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5 2019GKTSCX025
柔性可穿戴应变传感器的研究与开
发

甘以明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6 2019GKTSCX026
内窥镜视觉导引中强干扰抑制与三
维体征重建技术研究

王北一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7 2019GKTSCX027
基于特殊学生行为特点的特殊教育
学校建筑设计研究

张翼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8 2019GKTSCX028 基于BIM的大数据压缩算法研究 熊国华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9 2019GKTSCX029
聊天机器人非结构化文档回复技术
应用研究

刘海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0 2019GKTSCX030
基于Takenaka-Malmquist理论的

LTI系统辨识及其算法实现
李爽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1 2019GKTSCX031
低浓度混合气体富集装置的设计与
性能研究

柳英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2 2019GKTSCX032
直线式压电驱动双向送料系统设计
与非线性动力学研究

苏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3 2019GKTSCX033
车载修剪机夹持锯切式机械手优化
设计与仿真研究

吴良军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4 2019GKTSCX034
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智能船
舶主推系统多工况建模及其实操评
估方法

高炳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5 2019GKTSCX035
面向快速插件的4轴双臂工业机器人

的研究与开发
郝建豹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6 2019GKTSCX036
基于决策粗糙集模型的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态势感知技术研究

李俊辉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7 2019GKTSCX037
面向智能制造中机器视觉缺陷检测
与关键技术研究

李锋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8 2019GKTSCX038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质量保证管理平
台设计研究

汪海涛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39 2019GKTSCX039
基于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探索棕矢
车菊素治疗2型糖尿病的机制研究

欧阳紫君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0 2019GKTSCX040
人畜共患鸽沙门氏菌病原特性的研
究

余双祥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 2019GKTSCX041

基于物联网体系使用AI及图形图像

识别技术实现垃圾自动分类的智能
系统研究

张彦虎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42 2019GKTSCX042
棒材生产线打标系统智能升级改造
与运行状态监控系统研发

杨秀文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43 2019GKTSCX043
插补误差自动控制技术在轧辊孔型
加工中的实证研究

曹智梅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44 2019GKTSCX044
微环境响应双靶修饰共载脂质纳米
粒的构建及协同抑制肿瘤生长转移
的研究

姚瑶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45 2019GKTSCX045
防己诺林碱增效肺癌化疗及其分子
机制的研究

魏贤莉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46 2019GKTSCX046
大黄素通过NF-κB信号通路抑制PD-

L1的表达阻止肿瘤免疫逃逸
阮志燕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47 2019GKTSCX047
高性能无铅轴承材料Cu-Sn-Bi合金

的研制
何秋梅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48 2019GKTSCX048 河道挡墙生态改造技术研究 袁以美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49 2019GKTSCX049
SLAM视觉里程计特征提取快速算

法研究
郭玲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0 2019GKTSCX050
智能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及关键技
术研究

蒋贤海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1 2019GKTSCX051
生物质连续式蒸汽爆破机关键技术
研究

黄灿军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2 2019GKTSCX052
基于测点连线倾角的桥梁挠度的测
量方法

吴艺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3 2019GKTSCX053 基于深度学习的肤质分类算法研究 周胜安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54 2019GKTSCX054
多菌株活性益生菌DNA指纹图谱鉴

定及特膳全豆豆制品关键技术研究
李宝玉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 2019GKTSCX055 菠萝开花机理的研究及其技术应用 刘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6 2019GKTSCX056
园林植物蚧壳虫优势天敌瓢虫的选
育与控害机理研究

谢秀凤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 2019GKTSCX057
差值直方图分段平移的IPVO可逆数

据隐藏方法研究
李蓉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8 2019GKTSCX058
基于电射流工艺的农业机械设备表
面改性的应用研究

陈朝大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9 2019GKTSCX059
基于STEM的机器人教学系统的设

计与应用研究
彭之军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0 2019GKTSCX060
基于STEM的机器人教学系统的设

计与应用研究
彭之军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1 2019GKTSCX061
活性污泥系统中微生物群落与去除
典型PPCPs的耦合关系研究

汤迎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

院

62 2019GKTSCX062

硫酸盐@碳胶囊/石墨烯材料三维结

构设计、构建及储锂性能和机理研
究

江婵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

院

63 2019GKTSCX063

新型ZIF多孔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的应用研
究

杨丽丽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

院

64 2019GKTSCX064
佛山典型区域土壤中2种PPCPs污

染物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研究
陈敏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
院

65 2019GKTSCX065
黄花倒水莲皂苷合成关键酶基因的
克隆鉴定

胡瑾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6 2019GKTSCX066
面向电网基于AIOT的智能输配电线

路巡检系统研发与应用
曾海峰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7 2019GKTSCX067
珠江三角洲地区极端风暴潮灾害风
险精细化评估

王喜娜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8 2019GKTSCX068 林药种质资源选育圃建立 李静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9 2019GKTSCX069
柑橘红蜘蛛虫害监测及防治引导的
机器视觉技术研究

石坤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0 2019GKTSCX070
湿热地区高校共享学习区环境智能
控制系统研究

金雪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1 2019GKTSCX071
大面积炫彩金属钛饰品的制备及其
显色机理和光催化性能的研究

陈湘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2 2019GKTSCX072
以能力获取为目标的智能教学系统
构建和应用研究

赵聚雪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3 2019GKTSCX073
基于Spark并行框架的大数据脱敏系

统设计与实现
何波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74 2019GKTSCX07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商事登记探索与
研究

陈淦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75 2019GKTSCX075
无人机辅助的大规模物联网数据高
效传输研究

曹惠茹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76 2019GKTSCX076 列车激光清洗机器人的研究 程智勇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77 2019GKTSCX077
涡旋压缩机关键高精度部件摆线转
子齿轮油泵研发

陈沪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78 2019GKTSCX078
带二次修复功能数控加工精度在机
检测系统开发

诸进才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79 2019GKTSCX079
基于多智能体技术及网络化运营的
地铁大客流诱导系统研究

曾险峰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0 2019GKTSCX080
大数据思维下的高职专业学院学生
职业素质测评策略研究

刘力铭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81 2019GKTSCX081
SCR系统便携式检测仪的研究与应

用
杨伟钧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82 2019GKTSCX082
抗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抗体制备
及免疫检测方法研究

张挺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83 2019GKTSCX083
辣椒连作障碍机理及其缓解技术研
究

章玉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84 2019GKTSCX084
基于智慧城市2.0的城市共享车位技

术研究
邬厚民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85 2019GKTSCX085
具有对称结构金属氧心簇在配合物
合成和磁制冷方面的应用研究

郑凌玲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86 2019GKTSCX086
创新教育理念下助产专业立体化实
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郑长花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87 2019GKTSCX087
欠固结黏性土层中地铁隧道施工引
起桩基长期沉降机理研究

吕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88 2019GKTSCX088
跨媒体的高动态多光谱颜色复制系
统的研究

陈桥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89 2019GKTSCX089
基于深度学习的5G超密集网络资源

分配技术研究
张娅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90 2019GKTSCX090
基于旅游大数据的游客教育模型研
究

魏东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91 2019GKTSCX091

LTBP-1/EDA-FN、Rho-ROCK通路

对肌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网络调

控作用的研究

刘曼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92 2019GKTSCX092

基于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生物炭复

合材料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
研究

孔丝纺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3 2019GKTSCX093 社交网络群体事件发现与跟踪研究 王丹丹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4 2019GKTSCX094
基于麦克风阵列的电子耳蜗失配补
偿关键技术研究

陈又圣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5 2019GKTSCX095
基于贝叶斯网络技术的供应链中断
风险管理研究

马维旻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6 2019GKTSCX096
牡蛎水泥制采苗串自动化生产装备
核心技术的研究

唐春华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7 2019GKTSCX097
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分散协同控制技
术研究

赵新宽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8 2019GKTSCX098
弹性光网络的生存性和频谱资源分
配机制研究

夏汉铸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99 2019GKTSCX099
面向新能源汽车横向磁通开关磁阻
电机一体化设计方法

王志刚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00 2019GKTSCX100
基于纳米石墨烯的UV-LED导热油墨

关键技术的研究
陈海生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01 2019GKTSCX101
铁皮石斛冻干工艺及多糖综合开发
研究

刘敬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02 2019GKTSCX102
火龙果高值化全利用深加工关键技
术研究

张桂芝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03 2019GKTSCX103
金属纳米抗菌颗粒的制备及在环保
型船舶防污涂料中的应用

李小玉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04 2019GKTSCX104
基于物联网视频分析模块技术的智
能立体车库研发

潘斌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05 2019GKTSCX105
激光熔融成型硬质复合材料刀具工
艺控制与仿真优化研究

谢英星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06 2019GKTSCX106
基于微压痕的钢材屈服强度免拉伸
试验测试技术研究与开发

富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07 2019GKTSCX107
基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家用
电梯的智能管理控制系统的研发与
应用

贺德明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08 2019GKTSCX108

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合成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及

其改性研究

陈绍军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109 2019GKTSCX109
基于机器视觉动态检测与运动控制
的综合实验台研发

张秋容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110 2019GKTSCX110
三种传统中药组合对急慢性酒精性
肝损伤小鼠模型的缓解作用研究

廖奔兵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11 2019GKTSCX111 荔枝常温运输包装开发及应用 梁乃锋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112 2019GKTSCX112
人工智能在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中
的应用研究

聂春莲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113 2019GKTSCX113
3D技术下环乳晕切口乳腺肿物切除

手术器械的开发及手术路经的探讨
陈文芳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114 2019GKTSCX114
温针灸背俞穴对抑郁症患者脑电α波

影响的研究及其疗效观察
米健国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115 2019GKTSCX115
高介电聚合物/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性能研究
宋波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16 2019GKTSCX116
多元金属/聚酯纤维基复合镀膜的制

备与防电磁波防护性能研究
林丽霞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17 2019GKTSCX117
基于神经网络的六自由度机器人视
觉检测误差建模和补偿方法研究

段春梅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18 2019GKTSCX118
全自动产品寿命测试系统（ATS）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化雪荟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19 2019GKTSCX119
复杂环境下视频监控群体异常行为
检测和预警研究

赵雪章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20 2019GKTSCX120
猴面包树活性成分的提取与应用研
究

俞鸣铗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21 2019GKTSCX121
基于机器视觉的磁环表面缺陷检测
研究

易铭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122 2019GKTSCX122
UV-C联合生物保鲜液调控采后香蕉

保鲜及其机理研究
陈铭中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23 2019GKTSCX123
固定化微生物调控水产养殖水质氮
素污染的研究

司圆圆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24 2019GKTSCX124
生物杀菌剂对荔枝果皮病菌的抑制
及其保鲜效果的研究

黎春怡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125 2019GKTSCX125
茂名淮山薯RS3型抗性淀粉制备技

术及应用研究
孙国勇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126 2019GKTSCX126 百香果自动取囊关键技术的研究 林静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127 2019GKTSCX127
学校社区共建共享发展视域下《老
年健康教育》培训课程资源包的开
发

蔡少莲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8 2019GKTSCX128 基于超声波导的温度测试理论研究 刘争光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9 2019GKTSCX129

基于VR/AR技术先天性心脏病心脏

结构和血流动力学虚拟仿真实验研
究

黄海平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0 2019GKTSCX130

面向高职院校学生的“区块链+”创新

创业服务支撑平台的关键技术研究
与实现

郑霖娟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131 2019GKTSCX131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Java的轻量级电

子商城类Web应用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与实践

李德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132 2019GKTSCX132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网络空间安全关
键技术研究

何健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133 2019GKTSCX133
冷喷涂沉积金属3D打印熔化去支撑

技术研究
许中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4 2019GKTSCX134
伺服压力机非对称双伺服输入并联
工作机构运动与动力解耦设计及实
现

胡建国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5 2019GKTSCX135
家电服务全生命周期多源异构大数
据集成技术研究

张志强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6 2019GKTSCX136
酸敏响应型重金属捕捉剂的合成及
其对重金属捕捉性能研究

刘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7 2019GKTSCX137
基于虚拟技术的工业机器人装调维
护实训系统的设计研究

蔡泽凡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8 2019GKTSCX138
基于机器学习的工业机器人远程故
障诊断方法研究

袁从贵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39 2019GKTSCX139
3D打印聚己内酯基生物支架及其取

向引导机理与调控
王波群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40 2019GKTSCX140 智能管廊机器人的研究及应用 曹会元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41 2019GKTSCX141
毛织物数码印花预处理浆料创新技
术的研究

朱卫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42 2019GKTSCX142
基于模糊谱聚类的不确定PPI网络功

能模块挖掘
曹文梁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43 2019GKTSCX143
云存储系统中的高能效数据文件布
局策略研究

董崇杰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144 2019GKTSCX144
基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信息化教学
能力培养的智慧课堂研究

罗利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45 2019GKTSCX145

大数据技术与STEAM教育融合的实

践和理论研究－以幼儿师范院校
STEAM教育为例

林慧君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46 2019GKTSCX146
专创融合，提升高职园艺技术专业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林秀莲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147 2019GKTSCX147
惠城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
制的建设

张彦红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148 2019GKTSCX148
一种单味中药对动物免疫抑制预防
作用的研究

季艳菊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149 2019GKTSCX149
基于Hadoop的挖掘算法研究及在课

程相
廖大强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150 2019GKTSCX150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中的隐蔽恶
意流量检测技术研究

唐宏斌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151 2019GKTSCX151
智能卡制造领域基于组件抽象的数
控系统开发方法研究与应用

沈阳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152 2019GKTSCX152

基于学者网大数据的“程序设计”课程

思政融合双语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耿江涛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153 2019GKTSCX153
新工科背景下信息工程专业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黄勇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154 2019GKTSCX15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的研究

罗静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155 2019GKTSCX155
基于GIS智慧环保物联网系统构建

技术的应用与研究
赵林玲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156 2019GKTSCX156
基于天然多糖改性的易降解水性柔
印油墨的制备

陈华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157 2019GKTSCX157
铝型材“一模多腔”挤压技术的模具开

发与应用研究
黄雪梅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158 2019GKTSCX158
大型宽幅薄壁铝型材挤压模技术的
开发与应用研究

邓汝荣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159 2019GKTSCX159
基于网络爬虫和大数据技术的高校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研究与建模

林龙健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60 2019GKTSCX160
智能汽车横向移动装置的多元化研
发

张世良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161 2019GKTSCX161
面向FDM模型的纳米喷镀工艺关键

技术及其性能研究
杨向东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162 2019GKTSCX162 廉江红橙采前落果的机理研究 薛苹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163 2019GKTSCX163 汽车检测与维修探索与实践 刘翔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164 2019GKTSCX164
系统内外因素对光机械纳米系统中
的光学特性的影响

陆志恩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165 2019GKTSCX165
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业机器人自动分
拣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周立求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166 2019GKTSCX166
在役工业机器人全寿命周期的风险
评估与故障失效模型研究

杨云鹏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167 2019GKTSCX167 一种PID温度控制的教学实训设备 罗相文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168 2019GKTSCX168
基于NB-IOT技术物联网智能体温贴

的应用研究
梁绍宇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169 2019GKTSCX169
竹质绿色装配式房屋构配件开发及
快速组装关键技术研究

陈安生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170 2019GKTSCX170
互联网监测的物流仓库温湿度控制
系统

祝常红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171 2019GKTSCX171 5GMassiveMIMO技术研究与实践 詹宝容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172 2019GKTSCX172
Javascript学生程序自动修正关键技

术研究
曾昭江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173 2019GKTSCX173
基于Kubernetes的集群资源调度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
曾德生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所属学校

1 2019GWTSCX001
多元化经营战略下企业避税行为的
研究

陈天志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2 2019GWTSCX002
基于用户体验的儿童智能家具设计
与评价体系研究

肖飞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3 2019GWTSCX003
金融科技视角下农村信贷产品创新
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黄佩红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4 2019GWTSCX004
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
研究—以佛山为例

赖红清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5 2019GWTSCX005
金融科技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信用多
级流转供应链金融平台的构建与实
践

周启运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6 2019GWTSCX006
基于产教融合的五星级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创新

戴卫民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7 2019GWTSCX007
以精神文明为驱动，促乡村振兴大
发展—以东莞为例

陈玉中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2.人文社科类



8 2019GWTSCX008
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满意度研究

陈志旗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 2019GWTSCX009
湾区背景下整合新媒体的高职混合
式教学模式探讨

陆远蓉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 2019GWTSCX010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创新创业
社团建设的常态化机制研究

揭英荣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 2019GWTSCX011 广府饮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陈建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 2019GWTSCX012
“低碳创新”理念下废弃物的升级
再造设计研究与应用

彭金奇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3 2019GWTSCX013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的价值
蕴涵与路径研究

李德富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4 2019GWTSCX014
中华民族美学传承与文化诗学内涵
振兴战略视域下余光中新诗艺术创
作批评中的诗意思想及其新时代意

潘水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5 2019GWTSCX015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党建+工匠精神
协同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曾晓秋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6 2019GWTSCX016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协同效应分析

卢花兰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7 2019GWTSCX017
数字化转型中优质快递服务达成机
制研究——竞争逻辑到共生逻辑的
转变

李敏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8 2019GWTSCX018
纳税筹划下企业综合价值的影响机
制、实证校验与引导对策研究

滕明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2019GWTSCX019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岭南建筑
文化英译研究

刘吉林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 2019GWTSCX020
基于黄金分割模因之粤港澳大湾区
民居装饰艺术研究

杜营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1 2019GWTSCX021
中医药类高职院校美育教育路径探
索与创新

曾淑萍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2 2019GWTSCX022
“风险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微社
群”集群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
高校实证分析

张文风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3 2019GWTSCX023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协调发展合作创
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涂建军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4 2019GWTSCX024
广东生鲜农产品流通效率及其提升
路径研究

王伟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5 2019GWTSCX025
广府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创设计视觉
营销体系中的融合应用研究

赵璐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6 2019GWTSCX026
基于扎根理论模型的广东省跨境电
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研究

邹小平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7 2019GWTSCX027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粤港澳大湾区乡
村旅游发展中的利用研究

杜一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8 2019GWTSCX028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澳外贸产业
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张景发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9 2019GWTSCX029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创业型经济体的
制度环境及对策研究

杜海东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0 2019GWTSCX030
基于“技研中心”的高职专业群专
创融合实践策略研究

李文彪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31 2019GWTSCX031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新型校企
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以康养专业
群和“校中院”建设为例

严玮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32 2019GWTSCX032
师范生语言应用能力提升与信息技
术融合实践研究

龙瑞兰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33 2019GWTSCX033
视觉传达设计介入乡村文化振兴战
略的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李坤凤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34 2019GWTSCX03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职
业道德教育常态化——关于高职高
专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探赜

江肇钦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35 2019GWTSCX035
“互联网+”背景下教师专业化成长
研究

彭海燕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36 2019GWTSCX036
基于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职
院校文科专业群建设中的学科交叉
问题研究

刘运新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37 2019GWTSCX037
基于游客认知的屏蔽区突围研究--
以大湾区地带的江门为例

刘月芳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38 2019GWTSCX038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背景下邮轮
旅游发展研究

谭金凤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39 2019GWTSCX039
乡村振兴视阈下广州城乡一体化新
格局发展研究

顾群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40 2019GWTSCX040
“大智移云物”背景下高职智能财
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张军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41 2019GWTSCX041
“一带一路”视阈下高职教育国际
化战略构建与创新实践

杜方敏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2 2019GWTSCX042
语用学视域下的广府文化精品英译
策略研究

刘朝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3 2019GWTSCX043 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邓银花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 2019GWTSCX044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经济信息管理
专业现代学徒制的探索

龚成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5 2019GWTSCX045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幼儿艺术教育
融合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冯玉华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6 2019GWTSCX046
基于教学大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的
教学诊改研究

黄志成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7 2019GWTSCX047
广东高校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研究

程凯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8 2019GWTSCX048
来粤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职业能力
测评研究

邓志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9 2019GWTSCX049 广州南园前后十先生诗歌研究 方坚伟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50 2019GWTSCX050
服务国家战略的高职创新型外语人
才培养研究

李楠楠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51 2019GWTSCX051
文科类高职院校科研育人模式实证
研究

陈志菲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52 2019GWTSCX052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
思政课的应用研究

甘子成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3 2019GWTSCX053
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适切性研究

张等菊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54 2019GWTSCX054 警察体能训练模式研究 李定忠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5 2019GWTSCX055
现今医疗环境下“知情告知/同意”
的内涵和应用

刘斌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6 2019GWTSCX056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纠纷调解机制
研究

叶穗冰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7 2019GWTSCX057
学习·讲习·践习——新时代粤北
红色文化嵌入学生微时间创新实践

范卉敏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58 2019GWTSCX058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高职院校生态校
园文化的构建

祝捷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9 2019GWTSCX059
人人出彩理念下的高职环境艺术设
计专业立体化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尹杨平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60 2019GWTSCX060
承岭南古韵创时代之新——基于石
湾陶瓷非遗技艺传承与创新的人才
培养研究与实践

余力茵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61 2019GWTSCX061
以儿童戏剧为特色的高职戏剧影视
表演专业建设及人才孵化创新研究

张蕙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62 2019GWTSCX062
高职现代流行音乐专业现代学徒制
“广文艺—合纵艺人班”校企联合
培养研究

林敏婷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63 2019GWTSCX063
基于大数据应用开展高职院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诊改”长效机制研
究

戴浩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4 2019GWTSCX064
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中国猪肉价格
稳健机制研究

白华艳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5 2019GWTSCX065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模
式创新研究

徐丽霞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66 2019GWTSCX066
“虚拟公司”在高职商务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许明丽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67 2019GWTSCX067
非遗传承视阈下香云纱文创产品创
新研究

刘冬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68 2019GWTSCX068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城市产业集群路
径研究

谢宗云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69 2019GWTSCX069
1+X证书制度实施主体知识共享、动
态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胡子瑜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0 2019GWTSCX070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教育的地位、功
能与变革

樊明成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1 2019GWTSCX071
双高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调整
与优化路径研究

陈小娟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2 2019GWTSCX072
基于社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贫困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研究

占挺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73 2019GWTSCX073
粤菜师傅工程背景下餐饮工匠型人
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

叶娜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74 2019GWTSCX074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平
台建设研究

王竹青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75 2019GWTSCX075
产教深度融合：广东省跨境电商生
态链构建和创新研究

伍敬群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76 2019GWTSCX076
把握“扩容、提质、强服务”机
遇，推进“人品”课程建设研究

邓秋萍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77 2019GWTSCX077
基于OBE理念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课
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刘珊珊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78 2019GWTSCX078
"大智移云区"新技术驱动下高职会
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黄子明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79 2019GWTSCX079
五位一体靶向资助---增能理论视角
下广东省某民办高职院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实践研究

鲍冰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80 2019GWTSCX08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研究

冯登立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81 2019GWTSCX081
广东“全域旅游”+“精准扶贫”融
合路径与创新机制研究

陈翀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82 2019GWTSCX082
广东高职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带徒
能力结构研究

许智科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83 2019GWTSCX083
基于校企合作共同体的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谢继延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84 2019GWTSCX084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技
术专业CDIO工程化人才培养研究

钟京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85 2019GWTSCX085
校地共生理念下设计助力乡村振兴
路径研究

倪进方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86 2019GWTSCX086
普惠金融服务广东乡村产业振兴策
略研究

蔡宗朝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87 2019GWTSCX087
基于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混
合式翻转课堂《Python基础》课程
多元化教学创新模式改革

萧晓栩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88 2019GWTSCX088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广东智慧体育
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赵建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89 2019GWTSCX089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高职通识教育“
以文化人”的价值和实现路径研究

杨利香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90 2019GWTSCX090
PAD教学模式对高职学生外语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的创新运用研究

邓燕林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91 2019GWTSCX09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高职
院校科技创新实践探索

段艳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2 2019GWTSCX09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实
施路径研究

张竹筠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3 2019GWTSCX09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广州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研究

胡英芹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4 2019GWTSCX094
面向轨道交通企业需求的高职院校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唐湘桃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5 2019GWTSCX095
老年健康与服务产业创新实践型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研究

吴岸晶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96 2019GWTSCX096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基于“产教融合
”的粤港澳大湾区高职口腔医学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何冰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97 2019GWTSCX097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地区
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白迎超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98 2019GWTSCX098
基于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教育和校
企融合的课程思政研究及探索

梁国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99 2019GWTSCX099
低碳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东部地区
新零售与同城配联动机制研究

杨文芳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100 2019GWTSCX100
基于饮食审美角度的东江菜国际化
创新研究

张文波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101 2019GWTSCX101
基于大数据的机电专业核心课程质
量智能监测与诊改平台应用与实践

侯柏林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102 2019GWTSCX102
新时代宪法进校园的困境、路径研
究

曾晓芳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103 2019GWTSCX103
科学人才观视阀下新工科人才的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与“出口”路径研
究

李观金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04 2019GWTSCX104
外贸新业态背景下校企协同培养高
职商务英语师资研究

潘小燕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05 2019GWTSCX105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复合型英语人
才协同培养研究

黄文星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06 2019GWTSCX106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
建设研究与实践

伍百军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07 2019GWTSCX107
粤港澳大湾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财
务评价研究

赵明凤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08 2019GWTSCX108
民国时期广东的糖业统制与官民冲
突

吴孟显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109 2019GWTSCX109
乡村振兴背景下欠发达地区乡村旅
游定位与特色发展研究

胡志权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110 2019GWTSCX110
广东省畜牧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成
效及对策研究

潘意志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111 2019GWTSCX111
寻求文艺的担当精神——论马克思
主义思想在中国文艺精神由虚转实
过程中的作用

温玉林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112 2019GWTSCX112
南狮融入体育课程的内涵探究与外
延拓展

邹虹波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113 2019GWTSCX113
清远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林海龙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114 2019GWTSCX114 粤东西北高职教育生均成本研究 夏晓忠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115 2019GWTSCX115
广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
对策研究

陈松洲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116 2019GWTSCX116
“一带一路”背景下汕头跨境电商
与传统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制及实
现路径研究

许慧珍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117 2019GWTSCX117
“五年一贯制”乡村小学全科教师
德育课程体系研究

陈辉林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118 2019GWTSCX118
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动力机
制研究

罗景泉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19 2019GWTSCX119
文化传承视域下的传统武术在海陆
丰地区的传承及创新应用研究

戴国芳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20 2019GWTSCX120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创
新发展的路径探索

陈致远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21 2019GWTSCX121
下沉市场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逆向推
动研究

陈胜震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22 2019GWTSCX122
湾区视阙下传统文化发展路径研究-
--以诗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例

廖龙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23 2019GWTSCX123 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夏锦萍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24 2019GWTSCX124
承传与再生：佛山木版年画“3R”
虚拟体验实践路径研究

张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5 2019GWTSCX125
深圳“双区”引领下民生幸福标杆
城市建设：基于“幸福悖论”纬度

谢兆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6 2019GWTSCX126
移动健康技术使用对患者感知医院
服务质量及满意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金晨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27 2019GWTSCX127
后传承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饮食非遗
协同发展研究

周书云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28 2019GWTSCX128
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
素与创新策略研究

李元爱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29 2019GWTSCX129
非洲英语变体对粤非文化双向交流
的影响研究

姜红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30 2019GWTSCX130
新工科背景下高职院校物联网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与探索

尹菡 私立华联学院

131 2019GWTSCX131
文化遗产保护下广东特色地名文化
研究

刘伟民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32 2019GWTSCX132
基于学习投入视角的高职专业课程
学情监测和教学指引研究

李涛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33 2019GWTSCX133 多校区高校财务管理机制的研究 黄湛阳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34 2019GWTSCX134
粤西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困境
与对策研究

杨越明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35 2019GWTSCX135
“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1+X证书制
度试点的探索与研究

张一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36 2019GWTSCX136
珠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及路径研究

马莉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137 2019GWTSCX137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CDIO教学模式
创新实践研究——以《人工智能通
识课》为例

刘艳飞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38 2019GWTSCX138
粤剧的数字化保存整理与虚拟化再
现的实践研究——以《帝女花》为
例

李永亮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39 2019GWTSCX139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产业学院的建设
机制及指标体系研究

付林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40 2019GWTSCX140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历史文化建筑
保护与改造研究——以中山市孙文
西路步行街为视角

曾赛军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41 2019GWTSCX141
考虑客户需求偏好的协同产品设计
过程决策方法与协调机制研究

王小磊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42 2019GWTSCX142
产业学院背景下高职院校影视动画
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的途径探究

郑庆和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43 2019GWTSCX143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职音乐表演
人才职业岗位能力的创新与培养路
径研究

王梅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44 2019GWTSCX144
现代传播条件下视觉传达设计与制
作“音图结合”研究

裴兵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