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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职院科〔2021〕1 号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处（室、中心）, 直属单位：

经各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表决，“面向化工参

数估计问题的差分进化算法研究——以汞氧化过程反应动力学

参数估计问题为例”等 10 个项目确立为 2021 年度校级重点科研

项目，“衢州市社区老年人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等 28 个项

目确立为 2021 年度校级一般项目，“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等 5 个项目确立为

2021 年度校级创新创业项目。现将具体项目公布如下：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项目

类别

1 QZYZ2101

面向化工参数估计问题的差分进化算

法研究——以汞氧化过程反应动力学

参数估计问题为例

刘啸婵 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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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ZYZ2102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时空分异演化及

驱动因素研究
石彩霞 文化旅游学院 重点

3 QZYZ2103
基于纯电动“爱驰汽车”的电液复合

制动系统设计与仿真
陈叶叶 机电工程学院 重点

4 QZYZ2104

“1+X”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护生对老

年护理工作的认知及择业影响因素研

究

王依维 医学院 重点

5 QZYZ2105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衢州农村发展模式

研究
张金凤 经济管理学院 重点

6 QZYZ2106
融合局部双向编码与深度学习的非接

触式掌纹识别方法研究
莫文博 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

7 QZYZ2107
电动汽车用轴向磁通轮毂电机电磁设

计及性能优化研究
郑丽辉 机电工程学院 重点

8 QZYZ2108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渐进性喂养耐受性

管理的研究
刘瑞芳 医学院 重点

9 QZYZ2109
基于 ERM-COSO 框架的“两山银行”

风险管理研究
郑紫璇 经济管理学院 重点

10 QZYZ2110
适老化革新——老年人智能技术应用

微课的内容生产研究
王雪纯 艺术设计学院 重点

11 QZYY2101
衢州市社区老年人衰弱现状及影响因

素研究
李娟 医学院 一般

12 QZYY2102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高职院校护理专业

毕业生就业问题以及对策研究
金湛 医学院 一般

13 QZYY2103 衢州中医药养生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胡颖菲 医学院 一般

14 QZYY2104

互联网时代“00 后”高职生手机依赖

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衢州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张广鹏 医学院 一般

15 QZYY2105
复合手法联合针灸治疗急性踝关节扭

伤的临床研究
陈蕾 医学院 一般

16 QZYY2106 高血压患者饮食管理的循证护理研究 钱湛 医学院 一般

17 QZYY2107
大学生童年创伤与焦虑的关系：基于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毛英莹 医学院 一般

18 QZYY2108
基于顾客满意度的农产品营销策略研

究
朱虹影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19 QZYY2109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下大学生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防范研究
徐宁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20 QZYY2110 CAPM 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傅子刚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21 QZYY2111
个人 IP 的塑造¬—传统主流媒体人的

“出圈”研究
张皓鸣 艺术设计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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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QZYY2112
传播学视野下“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

的创新性研究
胡雅倩 艺术设计学院 一般

23 QZYY2113
在线学习平台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模

式研究
郑小青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24 QZYY2114
欠发达地区高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的

精准提升对策研究——以衢州为例
童淼辉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25 QZYY2115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个性化学习环境优

化研究
梅鹏飞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26 QZYY2116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真实场景失真图

像增强研究
刘芳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27 QZYY2117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校班主任队伍

建设路径研究
赵宇略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28 QZYY2118
基于数据驱动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能

量管理策略研究
张雪钊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29 QZYY2119

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的策略与路径初探——以我校机电

工程学院为例

何雅兰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30 QZYY2120 纯电动车电子机械制动系统的研究 陈超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31 QZYY2121 一种智能水果采摘机器人研究 张恩铭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32 QZYY2122
体旅融合视域下休闲体育人才素质需

求与培养策略研究
彭祥华 文化旅游学院 一般

33 QZYY2123
双高建设背景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策

略探究---以应用英语专业为例
贺美娜 文化旅游学院 一般

34 QZYY2124
《群山回唱》中二元对立的构建与解

构
王金 公共基础部 一般

35 QZYY2125
对比分析英国约克市与衢州市旅游文

化对外传播策略
郑钰翎 公共基础部 一般

36 QZYY2126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四史”教育

的应有之义、实践困境与多维路径
方彩林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一般

37 QZYY2127
衢州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人才振兴的

现实困境与对策路径研究
马龙 继续教育学院 一般

38 QZYY2128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

务的调查
陈琪 图书馆 一般

39 QZYC2001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方行笑 文化旅游学院

创新

创业

40 QZYC2002 网络公益思政课程的研发与推广研究 唐梦霞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创新

创业

41 QZYC2003
创业心理资本视角下高职学生创业意

愿提升实践研究
王飞 信息工程学院

创新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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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QZYC2004
疫情下毕业生不确定性就业观策略研

究
何昊 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

创业

43 QZYC2005
医养结合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提升路径及策略研究
郑亿 医学院

创新

创业

本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的资助经费分别为：重点项目5000元/项，

一般项目 3000 元/项，创新创业项目 3000 元/项。研究周期：2021

年6月至2023年 5月，项目管理及验收要求按照衢职院科〔2014〕

3 号文件执行。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