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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暨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14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暨新苗人才计划立项结果的通知

温州大学团委：

2014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已于

2014 年 1 月启动实施，经学校推荐和专家评审，共确立项目 2051 项。

现将你校通过立项的项目名单印发你们（见附件），请认真实施、加强

管理。为不断提升我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整体水平，项目实施办公

室还将与省团校合作对项目负责人进行相关培训。

附件：2014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温

州大学项目名单及资助经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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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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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

温州大学项目名单及资助经费表

项目承担单位：温州大学 资助经费：34.5 万元

总编号：2014R424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

责人

指导老师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2014R424001 “三位一体”农协的经济逻辑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 余庙喜 胡振华

2014R424002 p2p 网络借贷平台运营模式研究——基于多平台的案例分析 张倩赟 夏曾玉

2014R424003 公民反噬指数量化评估的探索与思考——以乐清市为试点 谢 遥 王宗正

2014R424004 利用移动眼动追踪技术探究课堂教学中学生注意力的影响因素 袁巧波 叶新东

2014R424005 宗教对沿海发达地区中学生心理行为影响的研究 柯均南 郑信军

2014R424006 新媒体对中小学生学习观的影响研究 黄杨丽 杨 刚

2014R424007 失独家庭保护性因子及其作用的人种志研究 蔡美君 郑信军

2014R424008 基于微信公共平台的在线问卷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许佩瑶 方建文

2014R424009 大学生“微素养”内涵构建研究 韦俏丽 夏雨禾

2014R424010 温州瓯塑文化创意研究与发展 顾晨娴 邱国珍

2014R424011 校园档期——一点一网纵观全校 李琦琦 姜 晨

2014R424012 基于云计算的移动学习平台 黄佳倩 何明昌、范劲松

2014R424013 高维数据的统计推断及应用研究 毛雅瑛 蔡风景

2014R424014 复杂大电网的社团结构检测算法及其安全性评估分析 陆康迪 曾国强

2014R424015 基于私有云的网络工程综合虚拟实验室建设 沈佩佩 刘 军

2014R424016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全自动激光枪射击装置的设计 干恩乐 王 峰

2014R424017 前沿及宽度可调的 nS 脉冲发生器设计及其应用 蒋佩兰 韦文生

2014R424018 面向社交网络的大学生网络心理关注机制研究 彭纪奔 林爱菊

2014R424019 基于 STM32智能消防应急电源的设计 赵延磊 王环

2014R424020 学科竞赛提升就业能力的实证研究——以温州高校为例 李佳雯 朱秀微

2014R424021 Nd:LuLaVO4自拉曼和频黄绿光研究 李江涛 朱海永

2014R424022 基于回声状态网的通信信号检测 赵煜华 阮秀凯

2014R424023 生物大分子的太赫兹诊断技术开发 金丽芬 尉鹏飞

2014R424024 车载智能充放电机的研制 沈弋丁 钱祥忠

2014R424025 氮杂环卡宾-钯-吗啡啉络合物催化芳基甲磺酸酯的 Suzuki 偶联 罗茂君 邵黎雄

2014R424026 新型 Mn4+掺杂发光材料的制备与发光性能研究 连漪梦 潘跃晓

2014R424027 带隙可调半导体合金化合物用于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刘海彬 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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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R424028 基于 MIPs-MWCNTs 的固相微萃取环境水中污染物方法研究 朱杭翠 王成俊

2014R424029 铜藻多糖的分离纯化及结构表征 黄琳 张旭、吴明江

2014R424030 温度和光周期对树麻雀能量代谢的影响 吴玉南 郑蔚虹

2014R424031 温州市温瑞塘河典型河段底泥及其重金属数量和分布 颜志明 李玉宝

2014R424032 冬夏两季画眉的体温﹑体重和能量代谢的昼夜节律 赵丽丹 柳劲松

2014R424033 纳米粒子在周期性孔隙材料的运动机理研究 张建文 李子瑞

2014R424034 基于普通担架二次伤害多向性转动滑轮便携式担架车的技术研发 柯书奇 姜锐

2014R424035 涡轮式燃油泵的设计 管倩倩 张毅

2014R424036 转轴系统故障模拟实验台设计开发 吴盼盼 向家伟

2014R424037 排水板滤膜淤堵效应梯度比试验 白银银 胡秀青

2014R424038 台风作用下沿海地区超高层建筑的风荷载实测研究 程 潇 史文海

2014R424039 人工合成透明土的配制及其土力学性质研究 董春雨 余 闯

2014R424040 乡土主义建筑的机遇与契机—溪江流域古村落更新策略研究 董 文 邵钶钧

2014R424041 大跨度预张力结构施工误差控制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付 琳 陈联盟

2014R424042 软土地区非对称土钉墙支护体系 Flac3D 数值模拟研究 傅国群 李校兵

2014R424043 粉煤灰基地质聚合物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其耐久性研究 毛剑锋 谢子令

2014R424044 组合梁-高强连续复合螺旋箍砼柱框架结构地震损伤的静力弹塑性分析 叶小强 李 桅

2014R424045 基于 CFD 模拟的瓯江口新区风环境及对主城区通风影响研究 钟 棂 赵 明

2014R424046 绿地与河流对局地风环境影响的实测研究 余明华 赵 明

2014R424047 循环剪切下饱和软粘土变形特性试验分析 毛建峰 谷 川

2014R424048 线性堆载结合电渗处理淤泥质土试验研究 李小波 符洪涛

2014R424049 不同配比絮凝剂对真空预压加固吹填淤泥效果影响实验 喻孟林 王 军

2014R424050 温州村镇银行资金制约及对策的研究 金建泽 陈 婷

2014R424051 小学科学力学实验教具的优化设计研究——以教科版为例 吴瑞荧 张新立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2014R424052 海岛资源保护立法填补及南海利益博弈下的无人岛屿资源价值开发模型构建 朱甜甜 钭晓东

2014R424053 增长到发展：绿色 GDP 视野下的先发地区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王田田 钭晓东

2014R424054 小学科学探究性实验项目的研发与实训 朱鲁苹 金建钰

2014R424055 团体箱庭疗法在改善青少年同伴关系中的应用研究 袁 苑 陈美芬

2014R424056 青少年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的编制及其应用研究 刘 欢 胡 瑜

2014R424057 黔北傩戏音乐及其文化研究 彭彩虹 陈其射

2014R424058 古琴义甲的研制与推广 袁 茹 乔志亮

2014R424059 基于数码快印的个性印品定制 于鹏程 郑彩莲

2014R424060 随机传染病模型研究及应用 王利燕 王玮明

2014R424061 微极流方程组的动力学行为 孙文龙 赵才地

2014R424062 双曲型流体方程组解的衰减估计与逼近 朱红锦 赵才地

2014R424063 大雷诺数下 Navier-Stokes 型变分不等问题的若干数值方法 刘 安 安荣

2014R424064 环糊精整合物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于饮用水深度净化中的应用 胡亚龙 吴华悦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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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R424065 大学生儿童剧团公益创业平台的研发与应用 余 喆 郑薏苡

2014R424066 大学生创业培训服务工作室 杜 茜 叶如芳

2014R424067 聚乙二醇（PEG）作用下 DNA 凝聚的单分子研究 程 超 冉诗勇

2014R424068 基于颜色传感器的便携式香蕉成熟度计的研究与设计 严 旭 崔桂华

2014R424069 新型燃油加氢脱硫催化剂的开发 向 梅 唐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