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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职院科〔2020〕1 号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公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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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绿色金

融发展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等 10 个项目确立为 2020 年度校级

重点科研项目，“普惠目标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渠道建设的思考

与研究”等 25 个项目确立为 2020 年度校级一般项目。现将具体

项目公布如下：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别 

1 QZYZ2001 
衢州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及优

化路径研究 
兰紫悠 经济管理学院 重点 

2 QZYZ2002 

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与 3DS 

MAX 在景观设计三维建模中

应用研究 

邱  峰 艺术设计学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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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别 

3 QZYZ2003 

基于特征优选与自适应 SVM

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方法研

究 

毛  敏 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 

4 QZYZ2004 汽车转向可变助力特性研究 毕少平 机电工程学院 重点 

5 QZYZ2005 
Si3N4 陶瓷和 TiAl 合金钎焊

工艺及热应力调控机制研究 
陈席国 机电工程学院 重点 

6 QZYZ2006 
抗疫精神融入新时代高职思

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 
郑  珂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点 

7 QZYZ2007 

基于“四态”融合理念的运动

休闲城市建设研究——以衢

州市为例 

张洪柱  文化旅游学院 重点 

8 QZYZ2008 

靶向 SPAG9 调控乳腺癌细胞

生物学功能的 microRNA 筛

查与鉴定 

曹焰晖 医学院 重点 

9 QZYZ2009 

高职新生阈下抑郁发生抑郁

症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

证 

许海莲 医学院 重点 

10 QZYZ2010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科研经

费精细精标准化服务管理研

究——以《政府会计制度》为

支撑 

薛  蕾 计财处 重点 

11 QZYY2001 
普惠目标下农村地区金融服

务渠道建设的思考与研究 
黄文涛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12 QZYY2002 
传统连锁商超新零售转型发

展研究 
姜紫薇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13 QZYY2003 
网红直播对消费者购买决策

的影响研究 
徐  璐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 

15 QZYY2005 
我国音乐真人秀节目跨屏互

动路径探析 
王金星 艺术设计学院 一般 

16 QZYY2006 
基于 Kinect 的上肢康复运

动训练系统研究 
毛  堃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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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别 

17 QZYY2007 

基于 TCP/UDP 协议通信的工

业控制系统网络异常监测技

术研究 

徐友洪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18 QZYY2008 

高职院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构建的研

究 

董佳妮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19 QZYY2009 道格拉斯教育思想研究 凌  源 公共基础部 一般 

20 QZYY2010 
基于交际语境中英语委婉语

的语用功能研究 
张丽娜 公共基础部 一般 

21 QZYY2011 
基于 CFD 的轴流风机叶片上

弦差的数值模拟及结构优化 
吕云鹏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22 QZYY2012 
基于潜孔钻车推进/回转液压

回路的柔性接卸扣系统研究 
舒慧建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23 QZYY2013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及 K 均值

的工控系统入侵检测应用研

究 

徐  峰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24 QZYY2014 
基于无人机遥感技术的柑桔

生长信息监测系统研究 
毛  方 机电工程学院 一般 

25 QZYY2015 

基于高职院校混合式慕课教

学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研究与实践——以抗疫精

神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为例 

董友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 

26 QZYY2016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广告语

翻译策略研究 
张彩虹 文化旅游学院 一般 

27 QZYY2017 
交际翻译视角下国际关系学

术文献语篇翻译策略 
梅成亮 文化旅游学院 一般 

28 QZYY2018 

急诊科工作场所暴力、人格特

质和护士共情疲劳的相关性

及作用机制分析 

李良秀 医学院 一般 

29 QZYY2019 

产妇在产后不同时期母乳喂

养认知、自我效能变化轨迹的

纵向研究 

李妮娜 医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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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别 

30 QZYY2020 

“停课不停学”大规模 MOOC

应用期间高校教学管理的优

化和创新 

邱素萍 医学院 一般 

31 QZYY2021 
衢州特色中药－黄精开发应

用及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陈  云 医学院 一般 

32 QZYY2022 

老年负性情绪病患对于音乐

护理认知的研究——以衢州

地区为例 

戴一鸣 医学院 一般 

33 QZYY2023 
实习护生职业应激、专业承诺

与职业价值观的相关性研究 
申雨鑫 医学院 一般 

34 QZYY2024 
基于衢州大花园建设背景下

的图书馆文化品牌培育研究 
黄  龙 图书馆 一般 

35 QZYY2025 
基于 SWOT 视域下对高职院

校后勤服务社会化问题研究 
吴  琳 后勤保卫处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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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期：2020年 6 月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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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项目负责人抓紧实施研究计划，规范、合理使用科研经

费，按时、高质地完成研究任务。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应加强对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