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5 2021 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统计部门：科研处 数据统计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序

号
项目名称 级别 立项单位 负责人

立项时

间
立项文件名称 项目编号

1
中华古典诗词美育与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认同研究

国家

级
教育部社科司 马小娟 2021.08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1 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的

通知

21YJCZH105

2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多元化跨境电商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国家

级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
蒋晶 2021.09

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新一代

信息技术创新项目课题立项公告
2020ITA06009

3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外观设计的

应用研究—基于消费者审美偏好视角
省级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甘朝阳 2021.09 省社科规划 2021 年度项目立项名单 GD21CYS17

4
服务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循证实践研究
省级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谷丽洁 2021.06

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立项名单发布

GD20XJY39

5
新冠疫情冲击下介入情感缺失的空巢

老人智能药盒设计研究
省级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周红云 2021.06 GD20XYS09

6
基于课程思政视角的高职院校教师师

德教育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省级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赵聪 2021.06 GD20XJY14

7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认同感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晨曦 2021.01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公布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
2020JKDY064



五”规划 2020 年度研究项目（德育

专项）立项名单的通知
8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话语亲和力及其提

升路径的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毛玲 2021.01 2020JKDY065

9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与中华

文化认同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刘聪 2021.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广

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中小学

德育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思函

〔2021〕4 号)

2020GXSZ121

10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视域下的高职大

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曾竞 2021.01 2020GXSZ122

11 广州粤商文化科普基地 省级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邹德军 2021.09

关于认定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的通知(粤社科联通〔2021〕31

号)

2021-KPJD-01

12
“双高”建设视域下广东高职院校师

德师风建设与评价体系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蒋雅欣 2021.11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教育综合改革专项）立项名单

的通知

2021JKZG059

13
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

政政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省级 广东省财政厅 夏嘉丽 2021.06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广东

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非财政系

统类立项名单的通知（粤财办函

〔2021〕13 号）

Z202156

14
依法治国与内部控制在高职院校的研

究与实践
省级 广东省财政厅 唐毓秋 2021.1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广东省

2021-2022 年度会计科研立项课题

的通知

8-31

15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研究 省级 广东省财政厅 唐毓秋 2021.08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广东

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二批）立项名单

的通知

21S136

16
广东省废弃材料低碳升级再造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彭金奇 2021.08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普

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立项名
2021GCZX014



单的通知（粤教科函〔2021〕8 号）
17

广东省测绘地理信息虚拟仿真产教融

合创新中心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何汉武 2021.08 2021CJPT001

18 智能信息分析与处理创新团队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伍杰华 2021.08 2021KCXTD063

19
汽车行驶安全性能智能监控新技术创

新团队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潘梦鹞 2021.08 2021KCXTD076

20
基于机器人控制的小型模具曲面激光

抛光关键技术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孔令叶 2021.08 2021ZDZX1105

21
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粤港澳大湾区

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及空间响应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徐秀玉 2021.08 2021ZDZX4104

22
资源枯竭型地区乡村生态系统评价与

振兴路径研究-以韶关市为例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黄铁兰 2021.08 2021ZDZX4105

23

大断面铝合金型材高强度挤压模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以大型矩形管材

为例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黄艳丽 2021.08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普

通高校认定类科研项目立项名单的

通知（粤教科函〔2021〕7 号）

2021KTSCX206

24
新建地铁隧道下穿典型环境单元施工

风险识别与监测分析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郑艳 2021.08 2021KTSCX207

25 基于特征选择的入侵检测技术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高学勤 2021.08 2021KTSCX208

26
人机协同视域下高职学生劳动素养培

育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武晓翠 2021.08 2021WTSCX162

27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基于课程思政讲好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叙事模式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黄妍 2021.08 2021WTSCX161

28
基于5G物联网的局部实时天气感知与

极端天气短临预警系统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王琪 2021.08 2021KQNCX169

29 VR 智能装配中手势交互技术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张坡 2021.08 2021KQNCX170

30
基于 OBD的车联网AI智能车辆故障安

全风险评估及应用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陈少伟 2021.08 2021KQNCX168



31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胡玉龙 2021.08 2021WQNCX151

32
纳新与自变：新职业态势下高职新文

科建设的路向与应用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朱艳敏 2021.08 2021WQNCX150

33
“慢就业”现象下广东高职院校毕业

生就业能力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桂晶晶 2021.08 2021WQNCX152

34

“数字中国”战略下 AR（增强现实技

术）在岭南文化创意包装设计中的应

用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黎少 2021.08 2021WQNCX153

35

习近平新时代高职中共党史教育体系

构建与分层实施路径

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罗春科 2021.08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立项名单的通

知

2021GXJK046

36

“十四五”时期国家示范职教集团高

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研

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杜玉帆 2021.08 2021GXJK492

37

“互联网+”背景下广东省高职院校混

合式教学现状调查

与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林娥 2021.08 2021GXJK496

38
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测绘地理信

息产业工匠培养探索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侯林锋 2021.08 2021GXJK539

39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职业本科教育

课程改革路径探索研

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吴春华 2021.08 2021GXJK600

40

高职扩招背景下汽车类专业课程混合

式分层教学模式的研

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彭鹏峰 2021.08 2021GXJK640



41

“双高校”建设背景下广东省“双师

型”教师认定标准探

析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杨慧 2021.08 2021GXJK744

42
红色文化在职业院校美术设计课程体

系中的重要创新实践与探索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唐硕 2021.08 广东省教育科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下达 2021 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的通知

2021YQJK642

43
“互联网+”模式下探索美术史课程的

教学改革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欧梓楠 2021.08 2021YQJK641

44
百年党史对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与使

命担当教育的路径策略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潘水萍 2021.06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 2021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党史学习教育专项）立项的通知

DSYJ091

45 燃气调压器智能监测系统的研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傅仁轩 2021.05

2021 年市基础研究计划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项目立项结果公开

202102080678

46
多输入多输出毫米波雷达关键技术研

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钟催林 2021.05 202102080674

47
可适用于微流体芯片的高分子材料阳

模的无掩模光刻制备研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陈启明 2021.05 202102021302

48
多人协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三维跟踪

注册技术研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朱腾 2021.05 202102021298

49
联合 GNSS和 InSAR技术的软土地区基

坑变形监测方法研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杜向锋 2021.05 202102080682

50
天地海一体化实景三维智能快速建模

新技术研究
省级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史合印 2021.05 202102080684

51
大数据视角下广州市公共休闲设施供

需匹配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省级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徐秀玉 2021.05 关于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

五规划 2021 年度共建课题立项的通

知

2021GZGJ77

52
香港籍在粤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育

现状与对策研究
省级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方文超 2021.05 2021GZGJ173



53

立德树人与三全育人建设背景下高等

职业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开发

与大思政平台机制研究

省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重点课题
潘水萍 2021.08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1 年度专项课

题公布立项名单的通知(高学会

〔2021〕90 号)

21ZJD20

54

“人工智能”背景下黄炎培职业教育

人才观当代意蕴探究与实践————

基于循证教育实践视角

省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何汉武 2021.12

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公布第一届黄

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立

项名单的通知（社发〔2021〕44 号 ）

ZJS2022Zd20

55 黄炎培职业教育课程观研究与实践 省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周宇 2021.12 ZJS2022Zd36

56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双师型”教

师认定标准研究
省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邓颖仪 2021.12 ZJS2022YB053

57
“赋能教育”下黄炎培职业教育教学

观研究与实践
省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房照 2021.12 ZJS2022YB302

58
基于“赛教融合”的测绘专业教学标

准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省级

教育部行业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刘贻新 2021.07

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课题立项的

通知
HBKC211016

59
后疫情时代线上商品展示中的 VR/AR

关 键技术研究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郭晓莹 2021.04

关于公布 2021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

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

立项项目及下拨专项资金的通知

pdjh2021a0741

60
“心连心”智能药盒—空巢老人的健

康守护神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邝民炜 2021.04 pdjh2021a0742

61
基于 unity3D实时渲染技术的VR家装

系统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余静仪 2021.04 pdjh2021a0743

62
一种基于人脸图像技术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检测方法与装备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张洪涛 2021.04 pdjh2021a0744

63
自行车车圈铝材高效高产挤压模的研

究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翁席雯 2021.04 pdjh2021a0745

64
新媒体环境下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调

查研究——以广东高校为例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郭曼蕊 2021.04 pdjh2021a0746



65
OBE 理论视域下广东职业院校学生就

业质量提升路径与策略研究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
刘昌铖 2021.04 pdjh2021a0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