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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专栏 

1/15 

【题    名】以高质量党建统领高职院校“双高计划”

建设 

【作    者】刘任熊;宋兵; 

【单    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机关党总支;江

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统战部; 

【文献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摘    要】党的建设高质量、立德铸魂高质量、培

技育才高质量、师资队伍高质量、科学研究与社会

服务高质量、国际化办学高质量是"双高计划"建设

成效的六个向度。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以"三进三全两

融"铸魂"、两核心两确保"领航"、三引领三覆盖"强

基项目为抓手,以高质量党建统筹推进高等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实力。 

【基    金】2020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全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

形态引导策略研究”(20SZC-008)；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专项课题“多层次一体化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020GZYB0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教分会 2020 年课题“类型教育

定位下职业教育多层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GZYY

B202041)；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重大课题“自洽与利

导:全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策略研究”

(JSJM2002)的阶段性成果 

【年】2021 

【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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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以文化人

的实现路径 

【作    者】葛志亮; 

【单    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文献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摘    要】以文化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途径,是"双高"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高职院校

实现以文化人,应把握"文"的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把握"化"的关键,以改革提升文化自信,以

创新增进价值认同,并形成"大文化"格局;把握"人"的

特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基    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

文化人'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2019SJ

A1006)的成果 

【年】2021 

【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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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负责人专

业建设能力现状及对策 

【作    者】孙佳鹏; 

【单    位】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随着"双高"建设的逐步深入,专业负责

人在推动"双高"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对上

海市 14 所高职院校专业负责人的问卷调查表明,当

前大多数专业负责人均需进一步提高专业建设能力,

主要体现在缺乏对专业负责人专业建设能力的内涵

和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缺乏针对专业负责人的培养

培训机制和责权利的明确规定;缺乏对专业负责人

专业建设工作的相关保障。为此,要建立专业负责人

培养培训机制,保障专业负责人定期培训,形成能力

提升的牵引力;要明确专业负责人的责权利,建立针

对专业负责人的灵活激励机制,激活能力提升的生

长力;要减轻专业负责人的工作负担,提升专业建设

的信息化水平,增强能力提升的保障力;要提高专业

负责人的角色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激发能力

提升的内驱力。 

【基    金】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2

017 年晨光计划项目“上海市高职院校专业负责人专

业建设能力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CGB15，

主持人：孙佳鹏） 

【年】2021 

【期】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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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双创教育升级

建设研究 

【作    者】李俊琦; 

【单    位】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文献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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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高职教育升级建设任务推动了

创新创业教育的持续深化提升。根据高端技术技能

人才培育目标,高职双创教育升级深化的逻辑关系

在于专创融合、技术赋能、文化赋能。从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和以服务发展为中心两个视角探索升级建设

路径:深化"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教育体系,构

建双创机构、数据平台、产业学院、孵化园区、区域

联盟"五位一体"的双创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开放、融

合、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 

【基    金】北京市教委 2018 年度社科计划一般项

目“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S

M201851638001），主持人：李俊琦 

【年】2021 

【期】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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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专业布局与生

成机理 

【作    者】宋亚峰;潘海生;王世斌; 

【单    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大学发展战略

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江苏高教 

【摘    要】专业建设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

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专业的属性与分类标准,以中

国首批 56 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为样本来源,通过

量化分析其专业布局特征发现:从总量看,专业大类

齐全,专业之间冷热差距明显;从热门专业的布局看,

热门专业紧贴经济社会重点领域,主要集中于财经

商贸、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旅游等专业大类;从冷

门专业的分布看,冷门专业的区域特色突出。通过层

次聚类法得出,"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在专业发展模式

方面主要有优势特色专业群驱动模式、应用类专业

群引领模式、多科专业协同发展模式等。多元的专

业发展模式蕴含着优势特色专业个体的自我进化、

专业(群)之间的竞合演化、专业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

的协同演化等生成机理。为促进"双高计划"的建设,

应固本培元,着力打造各院校的特色优势专业,同时

做好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营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

境,增强专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双高

"建设关键环节的突破。 

【基    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谱系图研

究”(20JZD055) 

【年】2021 

【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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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的专业群生态与

治理路径 

【作    者】王琺;米俊魁; 

【单    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的顺利实施与高

水平专业群的发展建设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双高计

划"获批的 389 个专业群所组成的生态系统发现,在

专业群个体、专业群种群、专业群群落三个层面均

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使得该生态系统呈现出专业

群个体的自我生长进化、专业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专业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等进化机理。因此,

要通过培育特色专业群和优势专业群、以技术链为

依托优化专业群顶层设计、建立专业群相关保障机

制等治理路径,走资源共享与集团化办学的专业群

建设之路,不断优化专业群生态机能,以促进"双高计

划"的顺利实施。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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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双高”院校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的失衡与规制 

【作    者】李晓娟;王忠昌; 

【单    位】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师范

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

心;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是实现"双高"院校

教学资源共建共创共享的主要方式,是完善专业结

构的关键途径,是优化办学结构布局的总抓手,也是

重构治理体系的重要助推力。当前,"双高"院校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面临着人才流通不畅、校企互动深度

不足、专业群规模过度膨胀、课程建设取向错位等

失衡困境,导致与产业之间发生"脱轨"。因此,应聚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专业群能量流与信息流的

流动;提升校企合作水平,平衡专业群生态位发展;打

造特色品牌,实现专业群从"量贩"走向"精品";重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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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逻辑取向,实现专业群的"协同发展效应"等。 

【基    金】2019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点

研究项目“基于引领‘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

高水平领军人才培养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GXGZJG2019A032，课题主持人：王忠昌）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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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背景下专业群的组建逻辑

与建设策略——以小学教育专业群为例 

【作    者】高闰青; 

【单    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 

【摘    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实施"双高计划"

的重要抓手,是专业建设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作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小

学教育专业群,是师范院校建设的特色和亮点,其组

建的逻辑机理包含了学校与专业的共生逻辑、群内

专业的共性逻辑、牵头专业与群内专业的共进逻辑,

从而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共生的小学教育相关专业

建设的新生态。在小学教育专业群建设过程中,通过

培养"一专多能"人才、优化课程结构、重构课程内容、

打造创新团队、探索协同机制等策略,构建小学教育

专业群发展的良性生态,彰显类型教育的办学理念

和特色,着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农村

小学教师。 

【基    金】河南省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专业认证背景下小学全科教师

‘U-G-S-S’四位一体协同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19

SJGLX789)；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教师教育)(2021

-CXTD-10)的阶段性成果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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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关注整体性发展：“双高”背景下高职院

校治理体系改革研究 

【作    者】匡瑛; 

【单    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

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职

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我国高职院校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

入大发展时期以来,取得了跨越式的重大进展,然而

其发展模式依然未能摆脱"要素式增长"模式。该模

式有其鲜明的优势,但进入"双高"建设阶段,高职院

校的治理体系必须重塑,从"要素式增长"走向"整体

性发展",才能为后续的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基于

整体性发展导向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构建至少要基

于法治建设、制度设计和文化融合三个方面;各治理

主体之间要搭建达成"共识"的价值体系、构建"互补

"基础上的"共治"制度、形成"互督"基础上的"共演"

关系、建立"契约"基础上的"共享共担"关系。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

与普通教育‘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研究”（编号：

VJA200003），主持人：匡瑛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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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背景下中职学校专业群建

设研究——以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财税金专业群建

设为例 

【作    者】白冬艳; 

【单    位】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在高职"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分析了

中职专业群建设的特点和高职对中职的引领机制 ,

从目标设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改革、校企合作、

国际化发展五个方面分析了"双高计划"对中职专业

群建设的影响,并以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财税金专

业群"建设为例,提出推进专业群建设的构想与建议。 

【年】2021 

【期】02 

 

 

11/15 

【题    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热点分析与展

望——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 

【作    者】杨蕊竹; 

【单    位】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劳动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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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

Ⅴ,对 1989-2020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职业教育治理

的相关文献,就发文年份、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多

个维度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治理研究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 1989-2013 年的职业教育治理

研究的初始期和 2014 年之后的职业教育治理的抬

升期。第一阶段年发文量比较少,研究主题比较分散。

第二阶段的论文发文量增长较快,并相对聚焦于校

企合作、高职教育、职教集团、治理结构、双高计

划、乡村振兴等问题,但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形成的合

作网络密度比较低。建议今后在聚焦改革发展主题、

建立合作研究机制、改进研究方法和加强国际比较

研究上下功夫,以提升研究质量和服务决策水平。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

国家重大课题“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与普通教育

‘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研究”（VJA200003），主持

人：孙善学；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青年专项课

题“北京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职业教育校企‘双元’育

人模式的比较研究”（ABCA2020131），主持人：杨蕊

竹 

【年】2021 

【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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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双高计划”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作    者】曾照香;李良明; 

【单    位】淄博职业学院;淄博职业学院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打造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是引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随着

职业教育双师队伍建设各项新政的相继落地,特别

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及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开展,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成为职业教育研究领

域的重要议题。当前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

设存在团队发展目标不明确、团队结构不合理、团

队成员凝聚力不强、团队培训体系不完善、考核激

励机制不到位等问题。淄博职业学院结合首批国家

级职业教育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专业领域)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实际,着力

于打造高水平结构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教师个

体发展培养培训体系,优化创新团队绩效激励机制,

全面提升了团队成员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国

际化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基    金】教育部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重点课题“新时代高等职业

院校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ZD2020010201），主持人：曾

照香 

【年】2021 

【期】02 

 

 

13/15 

【题    名】中国石油“十三五”物探技术进展及“十

四五”发展方向思考 

【作    者】赵邦六;董世泰;曾忠;马晓宇;梁奇;张颖;

郭宏伟; 

【单    位】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中国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 

【文献来源】中国石油勘探 

【摘    要】"十三五"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根据日益复杂的油气勘探开

发对象,分盆地、分领域制定物探技术政策,强化地震

采集源头设计,严格过程管控,确保部署成效;开展老

资料精细处理解释,挖掘资料潜力,瞄准生产瓶颈难

题,强化科研攻关,提高解疑能力;强化分盆地、分领

域技术研讨交流,加强物探地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提

升人才素质和技术应用水平;强化基础工作,实施精

益管理,促进有序稳健发展;发展完善了 6 类物探技

术系列,形成 19 项关键技术,有力支撑了中国石油原

油产量稳中有升、天然气业务快速发展。"十四五"油

气勘探开发重心不断向深层—超深层、页岩油气,以

及强复杂地表更复杂领域转移,提高难动用储量开

发成效、提高老油气田采收率也面临技术挑战。为

了满足新形势下油气勘探开发需求,针对八大重点

领域,中国石油将按照集成推广、科研攻关、试验探

索 3 个层次,发展高效、低成本、高精度物探技术,重

点发展智能物探、深层地球物理勘探、油藏地球物

理、井中地震等全新一代物探技术。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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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题    名】“双高”院校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

台的理论基础和推进策略 

【作    者】陈会玲;杨云箐;杨建民; 

【单    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西部现代职业

教育研究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是"双高计

划"建设的重点。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的打造,在管

理学视域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在系统原理的理论

基础指导下进行。系统原理中的环境、功能、结构、

要素、联系这些基本条件及其整体性、目的性、层次

性和适应性等特征,与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密切相关。基于此,"双高"院校要打造技术技能创新

服务平台,可通过厘清系统目标、构建功能性子平台、

组建高级系统、整合整体来推进。 

【基    金】2019 年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双

高计划”建设项目“高职院校集团化办学实践案例分

析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SGZ19,

项目主持人:陈会玲) 

【年】2021 

【期】01 

 

 

15/15 

【题    名】“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路径 

【作    者】徐洁; 

【单    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为进一步激发高职院校质量改进与提

升的内生动力,教育部启动了"双高"建设计划,使得

以诊改为特征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针对 26 所教育部试点诊改高职院校的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的实施现状,首先分析了诊改

工作的思路、目标链与标准链建设特点,总结了存在

的共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组织机构与队

伍建设、运行机制建立、目标链与标准链建设等方

面提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思路,并提出诊改

平台建设路径。为了顺利实施内部诊改,高职院校应

以数据治理为基础、核心指标为要素、诊改决策为

目的,建立大数据中心,打通各业务系统;统一数据标

准,进行数据治理;搭建诊改平台,实现实时采集与分

析,为内部诊改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年】2021 

【期】01 

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群 

1/17 

【题    名】食品包装中的色彩在网页设计中的应

用 

【作    者】高桂清; 

【单    位】新疆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食品包装是一场关于视觉元素的

美感设计,其中色彩元素必不可少,食品包装设计师

往往依据消费者的情感心理以及色彩视觉的呈现规

律来进行色彩元素的合理搭配。而网页设计中色彩

也是重要的视觉元素,因此,网页设计可从食品包装

中的色彩艺术中汲取创意灵感以及设计经验。一,暖

色系色彩在网页设计中的应用。该食品包装(见图 1)

为橙汁的产品包装,其在色彩设计上选取橙子本身

带有的黄色与橙色作为包装主色调,以白色、绿色作

为点缀色, 

【年】2021 

【期】02 

 

 

2/17 

【题    名】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现代性

转向研究 

【作    者】王宇;张凯; 

【单    位】绥化学院; 

【文献来源】包装工程 

【摘    要】目的探究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

的意义及应用,以及民间剪纸艺术在其中所进行的

一系列现代性转向。方法从市场经济对人们生活的

改变谈起,引出这一背景下的现代包装设计所进行

的民族化尝试,并以民间剪纸艺术为基点就其在包

装设计中的应用必要性进行探究,得出其在迎合人

们审美、顺应设计需求和适应社会发展方面所表现

出的重要特点及意义,接着从剪纸艺术的技法、文字、

图形、色彩与审美内蕴等方面落脚,对包装设计所做

的全新的现代性转向与尝试进行分析。结论民间剪

纸艺术在包装设计领域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向与尝试,

能够赋予包装设计更多的表现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

涵,让包装设计具备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并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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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元素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更加顺

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基    金】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19YSE364)； 

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KYYWF1023

6190137);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YW

K10236200129)； 

黑龙江省教育规划 2020 年度重点课题(GJB132043

2)； 

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2019B076) 

【年】2021 

【期】04 

 

 

3/17 

【题    名】书法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探

析 

【作    者】范瑞芳; 

【单    位】集宁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包装工程 

【摘    要】目的探究书法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

的应用方向与策略。方法结合当前产品包装设计中

重视文化内涵这一现实,就包装设计的文化展现进

行研究,并引出了书法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参与可

能性,接着对包装设计中,书法元素在品牌形象的塑

造、产品内涵的体现等方面的应用意义进行分析,并

深入探究书法元素与文字、图形、色彩等方面的融

合方式,总结书法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文化气

息、意境营造、情感匹配等方面的具体路径,最终以

酒、阿胶等包装设计中对书法元素的具体应用为例

进行进一步论证,探索更加可行的融合发展策略。结

论书法元素与包装设计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拿来

主义",而是吸纳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先进的设计理

念,并与现代文明进行融合。这让产品包装更富感染

力、表现力和生命力,并凭借高水准的书法字体形象

成为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优秀产品包装。 

【年】2021 

【期】04 

 

 

4/17 

【题    名】中国书法元素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融

入与体现 

【作    者】师晖; 

【单    位】河南工业大学漯河工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书法是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通过

线条的组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书法元素拥有着飘逸遒劲、

端正秀丽等多重风格,拥有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等多

重价值。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图、文、色是构成包装

作品的基本元素,而图形、文字则起到了主导作用,文

字在包装设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构思也力求新

颖。将书法融于食品包装设计中,有助于增强食品包

装的传统书法创意性与视觉审美性,传递东方传统

文化的艺术美。 

【基    金】2019 年度河南省文化艺术科学类型项

目“新媒体艺术创作现状研究”（项目编号：Skl-2019

-3633） 

【年】2021 

【期】02 

 

 

5/17 

【题    名】文化创意视角下的食用菌产品包装设

计分析 

【作    者】谢敏; 

【单    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食用菌 

【摘    要】包装是展示产品特征、传递产品信息

的重要载体,其中呈现的视觉形象、引发的审美体验

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辨识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行为。通过分析文化创意视角下开展食用菌产品包

装设计的原则,指出文化创意与产品包装设计的融

合有利于展示食用菌产品特性,提升产品的审美内

涵。从生态健康、情感和文化内涵等角度开展包装

设计,使食用菌产品包装既生态又具创意。 

【基    金】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指导

性项目（B2018202）； 

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2018 年度开放基金重

点项目（HBCIR2018Z005）； 

湖北省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FY-2

019-10）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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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题    名】基于情感体验的传统益智类玩具包装

设计研究 

【作    者】唐黎;王安霞; 

【单    位】江南大学; 

【文献来源】包装工程 

【摘    要】目的以传统益智类玩具包装的情感体

验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包装融入情感体验的

设计方式及重要意义。方法通过解读"情感体验",以

及传统益智类玩具包装设计的概念与特征,并对相

关文献资料进行查阅、分析、归纳与总结,从用户心

理认知消费需求的演变,研究传统益智类玩具包装

情感体验设计架构。结论基于情感体验的传统益智

类玩具包装设计,需要充分利用包装设计中情感体

验的三个层次,从包装的非物质文化特征,文化内涵、

文字、图形、色彩、结构、材料等情感构成要素,建

立起用户、产品与包装三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引发用

户的情感共鸣,提升文化意识与审美水平,在实现民

族优秀文化传播的同时,带动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 

【基    金】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

目(SJCX19_0779)；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9YJC760116) 

【年】2021 

【期】04 

 

 

7/17 

【题    名】传统图饰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作    者】李雯雯; 

【单    位】绥化学院; 

【文献来源】包装工程 

【摘    要】目的探索传统图饰的具体内涵及作用,

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其在包装设计领域中的有效应用

与发展。方法从包装设计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现实需

求谈起,引出传统图饰的应用畅想,结合传统图饰的

内涵与特点,总结传统图饰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重

要作用,并分别列举出其在语言的交流、哲学理念的

揭示以及传统文化精神的糅合与传播等方面所发挥

的种种积极作用,接着引申出传统图饰元素在现代

包装设计中所进行的主题性、审美性、民族性、时代

性等艺术表达及其具体路径,分析了这些尝试的可

行性。结论传统图饰的丰富内容和广泛素材为包装

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包装设

计的艺术形式,强化了其中的文化内涵,真正将包装

的文化性、历史性、审美性和时代性融合在一起,赋

予了包装新的精神,促进了产品的销售。 

【基    金】2019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科研项目(KYYWF10236180220)； 

2019 绥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S2020012)； 

2019 年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2019B115)； 

2020 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YSE87)； 

2021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GJB1421413) 

【年】2021 

【期】04 

 

 

8/17 

【题    名】莫高窟壁画的飞天元素在包装设计中

的文化价值应用 

【作    者】马静兵; 

【单    位】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种艺术形象,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符

号,成为中国流行的文化现象,广泛用于在经济商业

活动和品牌形象代表。其图案构思精妙,色彩丰富多

样,将其与包装设计相结合,有利于提升包装设计的

视觉形式美与内在气质。一,飞天元素在香烟包装设

计中的应用。该包装设计(见图 1)主题为莫高窟壁画

的飞天文化,选取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图形元素,采用

直接引用的方法, 

【年】2021 

【期】02 

 

 

9/17 

【题    名】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在食品包装设计中

的应用 

【作    者】刘露; 

【单    位】西京学院传媒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随着艺术与设计边界的日益模糊,

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为食品包装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

方向,打造出了现代而不失传统韵味的食品包装,为

消费者带来了情感与视觉上的双重体验。因此,应当

重视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一,交互设计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随着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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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意识的变化,其对于食品包装的要求逐渐从视

觉美感到情感满足方面过渡,这就要求食品包装设

计要从情感需求入手,将食品包装作为与消费者交

互的窗口, 

【年】2021 

【期】02 

 

 

10/17 

【题    名】传统文化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表达 

【作    者】李耕儒;马云; 

【单    位】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西

安工程大学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视觉元素

与美学思想,将其运用到食品包装中,有助于实现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呈现,增强食品包装的外在形式美

感与内在文化气质。因此,应当重视传统文化在食品

包装设计中的表达。一,基于传统文化的食品包装设

计。基于食品包装的节日属性,该食品包装(见图 1)以

春节为设计主题,运用传统文化的色彩、图形以及寓

意,让消费者通过食品包装感受浓郁的年味,渲染了

浓厚的过年气氛。在色彩设计上,传统文化将红色作

为吉祥色彩,赋予其红红火火、热闹活力等情感基调, 

【年】2021 

【期】02 

 

 

11/17 

【题    名】传统艺术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作    者】杨路; 

【单    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传统艺术具有丰富的视觉元素,充

满着深刻的哲理与寓意,具有装饰性与文化性。食品

包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运用传统艺术对其进行设

计,有助于丰富食品包装的视觉元素与表现形式,打

造具有文化特色的食品包装。一,基于剪纸艺术设计

的土特产食品包装。该食品包装设计(见图 1)为新中

式风格,中式元素与现代元素并存, 

【年】2021 

【期】02 

 

 

12/17 

【题    名】基于视觉效应的茶叶外包装设计 

【作    者】王悦; 

【单    位】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视觉效应是指运用色彩、图形、

文字等视觉元素产生审美想象的效果,满足受众的

审美需求。基于视觉效应设计茶叶外包装,有利于打

造具有形式美感与文化内涵的茶叶外包装。一,基于

传统文化设计的茶叶外包装设计。该茶叶外包装(见

图 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灵感源泉,汲取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色彩、图形以及文字,使消费者产生丰富

的心理联想,达到良好的包装效果。在色彩设计上,该

茶叶外包装设计摒弃了传统低调含蓄的色彩, 

【年】2021 

【期】02 

 

 

13/17 

【题    名】文化创意在区域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

的创新应用 

【作    者】张琳琳; 

【单    位】河北传媒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作为后知识时代的产物,文化创意

运用现代艺术理念将文化元素进行了再创造,实现

了古今交互与融合。在区域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应

当有效结合文化创意理念,将区域内特色文化与食

品包装相结合,进而打造出具有故事性、文化性、艺

术性的特色食品包装。图 1 为古绣圆盒月饼包装。

文化创意包装是月饼营销重点,刺绣是中国传统的

手工艺之一。该食品包装设计为食用皆宜的文创包

装, 

【基    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后疫情时代高校网

络教学建设与研究”（课题编号：QGJY2020051） 

【年】2021 

【期】02 

 

 

14/17 

【题    名】基于视觉效应的食品包装设计 

【作    者】王健; 

【单    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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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食品包装蕴含美学、文化、构图

等元素,视觉效应是运用视觉元素使受众产生审美

效果。运用视觉效应设计食品包装,有助于提升食品

包装的趣味性与视觉效果,通过视觉冲击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一,基于视觉效应的茶叶包装设计。

在越来越讲究审美的时代,不少茶叶包装开始转向

时尚吸睛风格,试图通过具有视觉效应的包装设计,

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如图 1 所示, 

【年】2021 

【期】02 

 

 

15/17 

【题    名】区域特色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作    者】孙珍珍; 

【单    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区域特色是一个地区内自然人文

景观与文化精神的综合体现,记忆着一个区域的历

史文化与现代形象。将其应用于食品包装设计中,有

助于增强食品的地域文化内涵,打造吸引眼球的食

品包装。因此,应当注重食品包装的地域文化传承。

图 1 为湘西新晃地区的牛肉包装。该食品包装遵循

地域性、创新性为设计原则,对该区域内的地域文化

和人文风貌元素符号进行提取与变形, 

【基    金】2017 年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

题“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科研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

编号：SKL-2017-2296），项目负责人：孙珍珍 

【年】2021 

【期】02 

 

 

16/17 

【题    名】刍议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情感表达 

【作    者】赵睿; 

【单    位】西京学院传媒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作为食品包装的必要元素,色彩既

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感受,拥有情感表现、象征联想、

视觉审美等多种属性,具有呼唤情感的力量,直接影

响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因此,应当结合食品包装设计

主题,恰到好处地运用色彩,以适应广大消费者的情

感需求。一,食品包装设计中的中国红色彩的情感表

达。作为体现民族情节的代表性颜色, 

【年】2021 

【期】02 

 

 

17/17 

【题    名】民间美术元素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创

新运用 

【作    者】刘士燕; 

【单    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经

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而审美意识也有所增强。在

此基础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消

费者比较看重产品的功能、质量以及价格等,但是现

在消费者挑选商品时,产品包装的美观度也是影响

消费者是否购买的重要元素,因而食品生产厂家为

了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包装的多样化需求, 

【基    金】2020 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稷山螺钿漆器工艺在高校专业中的转化与创新研

究”（项目编号：2020YY300） 

【年】2021 

【期】02 

眼视光技术 

1/10 

【题    名】三值光学计算机中 SJ-MSD 加法器的

设计与实现 

【作    者】江家宝;张晓峰;沈云付;欧阳山;周时强;

彭俊杰;刘跃军;金翊; 

【单    位】上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巢湖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中国航天科学与工业集团第 25

研究所毫米波遥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电子学报 

【摘    要】本文介绍三值光学计算机的一种新型

并行加法器—SJ-MSD 加法器的设计与实现.介绍判

断一组三值逻辑变换能够实现并行无连续进位二进

制 MSD 数加法的充分条件(沈氏充分性定理).给出

了构成 SJ-MSD 加法器的五个三值逻辑变换:S_1、S

_2、J_1、J_2 和 J_3(简称 SJ 变换),及其操作规则(简

称 SJ 规则),并依据沈氏充分性定理推证了 SJ 变换

和 SJ 规则构成 MSD 并行加法器的可靠性.尔后又详

细阐述了 SJ-MSD 加法器在三值光学计算机原型系

统 SD16 上的设计方案和实现方法,并阐述了流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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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多数据共享 SJ-MSD 加法器的实现方法.文中最

后详细介绍了对 SJ-MSD 加法器的测试实验.与先期

的TW-MSD加法器相比,SJ-MSD加法器减少占用处

理器位数约 25%,有效提高了三值光学处理器的使

用率. 

【基    金】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No.KJ201

7A452)； 

上海市科研计划专项基金(No.15700500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1572305,No.61073049) 

【年】2021 

【期】02 

 

 

2/10 

【题    名】光路的荧光法显示 

【作    者】钱懿华;刘争晖;罗晓琴;戴永丰; 

【单    位】苏州大学东吴学院;中国科学院苏州纳

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文献来源】物理教师 

【摘    要】显现光路是教学和实验中的直观需求,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大颗粒物反射或利用胶体的

Mie 散射为主,即采用烟、雾、水中加牛奶等方式,操

作不便.荧光方式检测大气 SO_2 浓度已有成熟技术.

在可见光段也可以采用普通荧光物质达到显示光路

的效果,光经过散布的荧光物质既有荧光发光的"点

亮"光路的效果,也有大颗粒物反射和 Mie 散射,明显

亮于仅有大颗粒物反射和Mie散射的方法,且更简便.

实验尝试了中小学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和光学研究,

光路显示效果颇佳,既可用于教学亦可有助于光学

实验减小安全隐患,尤其在紫外激光实验中更可以

有助于提升实验安全. 

【年】2021 

【期】02 

 

 

3/10 

【题    名】高精密齿轮角度偏差的智能视觉校对

仿真 

【作    者】刘兴;李珂; 

【单    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计算机仿真 

【摘    要】传统方法在进行齿轮角度偏差校对时,

未构建齿轮三维重建模型,存在高精密齿轮角度校

对准确率较低、校对时间过长问题。提出高精密齿

轮角度偏差的智能视觉校对仿真方法,有效解决以

上问题。通过白光干涉仪提取高精密齿轮实际齿面

轮廓角度偏差特征信号,获取齿轮实际齿面轮廓角

度偏差信号数据,其中角度偏差信号数据包括波高

偏差数据与波距偏差数据。利用 CATIA 软件构建含

有角度偏差的高精密齿轮模型。对高精密齿轮实施

系统标定,获取校正角度偏差后高精密齿轮的投影

仪坐标与相机坐标,实现齿轮角度模型三维重建,从

而实现高精密齿轮角度偏差的智能视觉校对。为验

证设计方法的齿轮角度偏差校对效果,设计对比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智能视觉校对方法的校对准确率

较低高于原有方法,且齿轮角度偏差的校对时间明

显降低。对于高精密齿轮质量的提升有很大意义。 

【基    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ZD201802) 

【年】2021 

【期】01 

 

 

4/10 

【题    名】基于 3D 全卷积神经网络的肺叶自动

分割方法 

【作    者】祁章璇;高磊;聂生东; 

【单    位】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医

学影像处理实验室; 

【文献来源】光学技术 

【摘    要】基于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影像的

肺叶分割是医生诊断和治疗肺部疾病的重要参考之

一,但肺叶边界的模糊以及手动分割的巨大工作量

使得医生难以准确、快速地分割肺叶。为此,提出了

一种基于新型 3D 全卷积神经网络的肺叶自动分割

方法。对原始 CT 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利用预处理

后图像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再将待分割图像输入到

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实现 CT 图像中肺叶的自动分

割。实验数据包括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的 50 例肺部

疾病患者的 CT 图像,30 例被用于训练,20 例被用于

测试。对分割结果进行了定量评价,其中 Dice 系数为

0.961,Jaccard 相似系数为 0.916。实验结果表明该肺

叶自动分割算法具有更好的分割性能以及更强的泛

化能力,即使在训练集数据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够准

确、快速的分割肺叶。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30052)；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项目(18441900500)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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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题    名】基于辐射度的光谱校正与自适应拟合

相结合的 SPR 共振波长确定方法 

【作    者】尹涛;刘紫威;蔡宸;祁志美; 

【单    位】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传感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 

【文献来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摘    要】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传感技术因其

灵敏度高、无需标记、可原位实时监测的特点,被广

泛应用在生物医学、化学检测、食品安全、环境监测

等领域。对于波长调制型 SPR 传感器,由于光谱测量

系统各部件对不同波长响应度不同,从而对光谱共

振波长的实际位置产生干扰,影响到实验检测结果。

为消除这种影响,提出了一种基于辐射度空间的SPR

相对反射率校正方法,并使用阶数自适应拟合算法

对共振波长进行精确测定。通过标定光谱测量系统

的仪器响应曲线,将光谱仪得到的原始光谱转换成

辐射光谱,进而计算出不依赖于光谱仪系统中任何

部件的 SPR 相对反射率。相比于传统的反射率校正

方式(以共振光谱除以非共振光谱的结果作为反射

率光谱),此方法校正后的光谱在光谱形状上具备半

峰宽更窄和共振峰更对称的优势,从而为精确确定

共振波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随后基于拟合误差最

小化的目标,对共振区域采用阶数自适应多项式拟

合算法确定共振波长。实验测量了不同入射角度下

的 SPR 共振光谱,使用此方法校正得到反射率光谱

的半峰全宽保持在(100±10) nm,表明此方法的光谱

峰形优势具备普适性;连续采集了 4 000 组光谱并计

算共振波长,其相对标准偏差为 0.007 8%,处理速度

为每个光谱 12 ms,表明此方法具备良好的抗噪声波

动鲁棒性和光谱数据处理的实时性;测量了不同浓

度下 NaCl 溶液的 SPR 共振光谱,其共振波长与溶液

折射率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8 5,品质因数为传统校

正方式的 3 倍,表明此方法具备良好的可靠性,并且

从光谱的处理算法层面提高了传感性能,相比于从

工艺制备上提高品质因数的传统方式,处理简便,效

果更突出。结果表明,基于辐射度空间的相对反射率

矫正与阶数自适应拟合相结合的 SPR 共振波长检测

方法具备可靠性好、运算速度快、分辨率高、抗噪

声、品质因数高等特点,能够有效提高 SPR 传感器的

数据处理与传感性能。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675203,618

71365,61931018)； 

中国科学院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YJKYYQ20180

004)资助 

【年】2021 

【期】01 

 

 

6/10 

【题    名】多巴胺 D1 受体在频闪光诱导性近视

发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 

【作    者】胡倩倩;李炳;佘曼;李涛;周晓东; 

【单    位】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文献来源】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摘    要】目的研究多巴胺 D1 类受体(D1DR)在

频闪光诱导性近视(flickering light-induced myopia,

FLM)发生中的作用,初步探讨 FLM 的发病机制。方

法 36 只 2 周龄豚鼠随机分成 4 组(n=9):对照组、频

闪光(FLM)组、频闪光+溶剂(FLM+Vehicle)组、频闪

光+D1DR 拮抗剂(FLM+SCH 23390)组。分别于造模

前后测量各组豚鼠的屈光度和眼轴长度,造模 6 周后

采用免疫组化和免疫印迹方法检测视网膜中 D1DR

的表达变化,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检测法(HPLC

-ECD)测定视网膜中多巴胺(DA)及其代谢产物(DOP

AC)的含量。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频闪光组屈光度和

眼轴长度呈显著的近视样改变(P<0.001,P<0.05),视

网膜 D1DR 的表达明显升高(P<0.05),DA 含量显著

上升以及 DOPAC/DA 比值显著下降(P<0.001);而玻

璃体腔注射 SCH 23390 可显著改善 FLM 豚鼠屈光

度和眼轴的变化(P<0.001,P<0.05),使 FLM 豚鼠视网

膜 DA 含量下降(P<0.001)和 DOPAC/DA 比值增加(P

<0.05)。结论 D1DR 参与了 FLM 的形成,D1DR 拮

抗剂可能通过抑制 D1DR 并影响 DA 及其代谢水平

而改善 FLM 豚鼠的近视样改变。 

【基    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17ZR1404200)； 

上海市卫计委项目(201640046)~~ 

【年】2021 

【期】01 

 

 

7/10 

【题    名】用自制水波投影仪演示波动现象 

【作    者】吴嘉欣;郑学旎;余小玉;李德安; 

【单    位】东华高级中学;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

信工程学院;松岗实验学校; 

【文献来源】物理教师 

【摘    要】水波投影仪将蓝牙与振源、光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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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手机连接蓝牙,利用手机音频发生器实现对振

源、光源频率的精确控制,可演示多种波动现象,并实

现画面定格.利用 45°平面反射镜将现象投影到竖直

平面上,课堂演示效果良好.克服传统发波水槽的问

题,促进学生对波动现象的认识,解决教学重难点. 

【年】2021 

【期】01 

 

 

8/10 

【题    名】基于增强现实的手术导航系统快速标

定算法 

【作    者】孙启昌;麦永锋;陈晓军; 

【单    位】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计算机应用 

【摘    要】针对光学半透式头戴显示器(OST-HM

D)在增强现实(AR)中的虚实融合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光学定位跟踪系统的 OST-HMD 快速标定算法。

首先,通过把 OST-HMD 中的虚拟标记点和其在真实

世界中的对应点组成两个三维点集,对虚拟空间到

光学定位追踪空间之间的映射进行估计,从而求解

虚拟空间到真实场景的转换矩阵。然后,建立整个导

航系统的矩阵传递关系,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

基于 AR 的手术导航系统,并对其进行了精度验证实

验和模型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使虚拟基准

点和对应的真实基准点之间的均方根误差达到 1.39

±0.49 mm,标定过程的平均耗时为 23.8 s,证明该算

法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力。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B130

29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971709,M-0019,818

28003,82011530141）； 

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19510712200,2049

0740700）； 

上海交通大学医工交叉基金资助项目（ZH20182DA

15,YG2019ZDA06,ZH2018QNA23）； 

厦门市重大科技项目（3502Z20201030）~~ 

【年】2021 

【期】03 

 

 

9/10 

【题    名】导轨五自由度运动误差的光学与倾角

传感器组合测量方法 

【作    者】郭俊康;李鑫波;李勰; 

【单    位】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西安交通

大学现代设计及转子轴承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摘    要】为了准确、高效地对直线导轨多自由

度运动误差进行测量,提升精密机械装配效率与质

量,提出了一种运用光学与倾角传感器组合方式实

现直线导轨系统五自由度运动误差同时测量的方法。

首先对所提出的测量系统各测量模块进行光路分析,

建立直线度测量模型,并提出了基于共光路的激光

漂移分离检测与补偿方法。其次基于直线度测量模

型,进一步分析了角度与平移误差串扰及解耦方法,

消除由移动部件姿态变化和阿贝误差引起的误差串

扰。最后,针对激光漂移的补偿方案进行了实验验证,

并通过与激光干涉仪、电子水平仪的测量对比实验,

俯仰角、偏摆角、滚转角误差最大偏差分别为 5.55″、

4.28″、2.21″,水平和竖直平移误差最大偏差分别为 2.

47、1.92μm,验证了组合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为直线

导轨准确、高效测量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

的测量系统与方法。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0541

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31147,2019

T120899） 

【年】2021 

【期】02 

 

 

10/10 

【题    名】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视网膜图像的迁移

学习分类 

【作    者】连超铭;钟舜聪;张添福;周宁;谢茂松; 

【单    位】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文献来源】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摘    要】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是目前检测糖尿病

视网膜黄斑病变较为灵敏的方法之一,但病变的人

工判断易产生主观失误,且比较耗时。为此,本文在迁

移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深度学习网络 ,

用于视网膜图像的自动分类。先基于自适应阈值联

合高斯滤波算法对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以预训练

模型为基础,通过微调解决样本差异的问题,并以全

局平均池化方法替代传统的全连接层来提取深层特

征,以降低网络的过拟合现象。基于实验数据对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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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进行验证,所提网络对视网膜病变图像的分类准

确率可达 97.3%,说明了所提网络对视网膜黄斑病变

图像自动分类的有效性。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675103）；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2019I0004） 

【年】2021 

【期】01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商务英语 

1/11 

【题    名】商务英语对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

影响 

【作    者】高朝阳; 

【单    位】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快速发

展,自 2013 年起,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目前

已和沿线多国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合作交流。我国对

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增,社会市场对于商务英语专

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人才需求现状,高校在

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应加强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

养,通过对学生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提升来制定

更符合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带一路"背

景下,探究新时期商务英语对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

调整的影响,提出商务英语专业改革人才培养策略。 

【基    金】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

度项目“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价

体系构建研究”（SC17WY019）； 

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2017 年度重点项目“大

学英语移动学习研究与实践”（SCWYH17-11）； 

攀枝花学院 2019 年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重点项目“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应用型高校

大学英语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年】2021 

【期】S1 

 

 

2/11 

【题    名】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微课及其在商务英

语实训中的应用 

【作    者】刘勇; 

【单    位】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文献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摘    要】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我国英语知识学习

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微课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商

务英语学习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商务英语实训

中可以利用微课的特点,推动我国商务英语改革。研

究基于认知语言学微课的特点及其在商务英语实训

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基    金】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研

究基金重点课题“不同学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实践研究”（2017ZD109）子课题“积极心理学在大学

英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年】2021 

【期】S1 

 

 

3/11 

【题    名】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探析——以商务英

语专业为例 

【作    者】戈秀兰; 

【单    位】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泰国西那瓦大学

人文学院; 

【文献来源】成人教育 

【摘    要】由于国家重视,我国开放教育发展速度

较快。但是,与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建设教育

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方面还存

在适需性不强、人才培养方案不够优化、质量评价

体系改进不完善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才培养

质量是开放教育的生命线,梳理开放教育人才培养

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将倾听和他者引入人才

培养中,以商务英语专业为例,探讨开放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倾听他者",打破传统开放教育理

念的同一性,使人才培养进一步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和行业人才需求,从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开放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基    金】2019 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重点委托研究项目“卓越师范生创新实践共同体创

建与应用研究”,课题编号为 SJGY20190458 

【年】2021 

【期】04 

 

 

4/11 

【题    名】新文科背景下的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策

略分析 

【作    者】张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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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文献来源】外国语文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新文科背景下商务外语

人才的培养策略。指出新形势下重新规划商务外语

人才培养的必要性,述评我国商务外语学科的发展

历程,分析我国商务外语教育研究趋势,建构商务外

语人才策略的模型,研究新文科背景下商务外语人

才的培养策略。分别从商务外语学科群、商务外语

专业、商务外语课程体系、商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商务外语人才能力指标体系与质量标准、商务外语

教育基地建设、商务外语创新创业实践技能大赛等

七个维度进行阐释。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基于核心素养的英语测评体系的国别研究”(20Y

JA740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2021 

【期】02 

 

 

5/11 

【题    名】商务英语专业课混合教学的“课程思政”

行动研究 

【作    者】李欣;冯德正; 

【单    位】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香港理工大学

英文系; 

【文献来源】外国语文 

【摘    要】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标志着课程思政进入所有高校所有

学科专业全面推进的新阶段。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

课程也为课程思政建设带来契机和挑战。本文以多

元读写理论为指导,以商务英语语言融合知识(语言

与知识融合)专业课程"经济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

课为行动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实景实践、明确指导、

批评框定和实践转化四个教学环节有机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

理念,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    金】北京林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商

英国标》背景下商务英语综合课程改革研究”(BJFU

2017JG);北京林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2015ZCQ-WY-01)的阶段性成果 

【年】2021 

【期】02 

 

6/11 

【题    名】商务英语口译教学改革及创新——评

《商务现场口译》 

【作    者】蒋景东; 

【单    位】贺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摘    要】<正>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跨国、跨语种、跨民族的经济文化往来进一步深

化。英语作为多方交流、互动的主要语言工具,充分

体现其工具性,这也提醒了高校英语教育教学需要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积极调整、创新、优化英语教育

教学方法和理论,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

提升高校教育教学服务现代化发展建设的能效。 

【年】2021 

【期】03 

 

 

7/11 

【题    名】商务英语研究新领域之跨国语言管理

——评《跨国管理与语言》 

【作    者】任杰;王立非; 

【单    位】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文献来源】外语教学 

【摘    要】《跨国管理与语言》是一部学术论文集,

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管理中出现的语言问

题。本文对该书的四个创新点进行评介,归纳并剖析

了语言在跨国管理中的战略管理价值、沟通激励价

值、身份构建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在此基础上从

三个方面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语言管理作为

商务英语研究新领域对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和研究的

启示:1)加强"一带一路"跨国语言管理能力建设;2)在

商务英语专业增设跨国语言管理课程;3)通过实习实

训等环节培养跨国语言管理实践能力。 

【基    金】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20 年度

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ZDA135-1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

资本市场的影响预测对比分析”(项目编号:16BYY17

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2021 

【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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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题    名】多模态视域下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

式建构——评《商务英语翻译》 

【作    者】王泽熙;刘宁; 

【单    位】广东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高校科技 

【摘    要】<正>多模态教学是指在课堂教学实践

中采用多种刺激学生感官体验的教学方式,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还能进

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相较于其他商务类英语教

材,《商务英语翻译》语言难度水平适中,对于通过了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具有普适性。该书共两大

篇,上篇由三章组成,内容涉及商务英语翻译语言特

点、翻译技巧和原则等基础理论知识;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

20 年度外语学科专项课题“基于‘新文科’视域下消

减英语专业学生‘二化’现象的必要性研究”（GD20W

ZX02-11） 

【年】2021 

【期】Z1 

 

 

9/11 

【题    名】基于 KPO 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创

新的逻辑、机制与实施 

【作    者】夏雯婷;苏炜; 

【单    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KPO 是服务外包的高级形式,接包方主

要通过智力劳动进行研发和知识创新业务。高职院

校可以通过 KPO 的方式服务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

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促进人才质量的内

涵式提升,以此提高产业链与专业链的对接度。为了

确保高职院校顺利参与企业 KPO,校企双方需要共

同消除组织壁垒,共同治理,避免产生知识产权风险,

建立起相应的绩效考核和教学评价制度。文章还以

旅游产业为例,详细阐述了 KPO 的具体实施过程。 

【基    金】2016 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基于创新力提升的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与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编号：D/2016/03/75）； 

2019 年度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课题“旅游（酒

店）智慧营销课程体系开发”（项目编号：2019XQH

Z001）； 

2018年度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

课题“产教融合背景下的酒店在线营销课程体系开

发与建设”（项目编号：2018XJY002）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年】2021 

【期】03 

 

 

10/11 

【题    名】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旅游专业教学改

革实践研究 

【作    者】贺静; 

【单    位】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当前,课程思政已成为高职院校学生思

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师思政意识与思政教学能

力不强,思政元素与专业课契合度不高,教学方法未

能与时俱进,课程思政建设机制有待完善。高职旅游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应提高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

为课程思政奠定基础;深度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拓

宽思政育人外围;引入思政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为课程思政提供制度保障,

从而提升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 

【年】2021 

【期】03 

 

 

11/11 

【题    名】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课程改革实践研

究——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为例 

【作    者】夏雯婷;周春林;周欣; 

【单    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党委; 

【文献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产教融合思想对高职教育产生了深刻

影响,如何在教学育人中深化产教融合受到广泛关

注。课程研究团队借助校方全资的产教融合企业以

及酒店市场营销信息技术运营商,开展了三方合作

的产教融合项目。以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

《酒店市场营销》为例,对该课程进行部分班级试点

改革对比研究和实证分析。实践结果显示,产教融合

项目课程有助于学生课程知识的掌握,有利于教学

满意度的提高,但对"课程总体"的满意度提升效果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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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

于创新力提升的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D/2016/03/75），主持人：陆勤、苏炜； 

2019 年度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课题“旅游（酒

店）智慧营销课程体系开发”（2019XQHZ001），主持

人：周春林；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南京御冠酒店”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2019XTZ2），主持人：苏炜 

【年】2021 

【期】0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1/50 

【题    名】太赫兹光谱技术对土壤污染物检测分

析的研究 

【作    者】牟诗怡;杨美慧;陈钦清;黄昊翀;马媛媛;

郝思博;张自力;郑志远; 

【单    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理学院;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为评估土壤的污染和修复程度，利用

太赫兹光谱技术检测了土壤无机金属污染物六价铬

与有机污染物微塑料的存在及含量。通过消除水对

太赫兹波的影响，基于土壤、六价铬和微塑料对太

赫兹波光谱特征性吸收，选择不同参量实验样品的

时域信号处理分析得出太赫兹谱域吸收系数和折射

率结果，分析讨论了土壤污染特征数据与变化趋势。

研究表明太赫兹技术对两种典型土壤污染物探测具

有可行性，提供了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土壤污染物

新型检测方法。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80521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拔尖青年教师创新能力培

养项目（2652019107,265202003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9、2020 年度本科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建设项目（XNFZ202014,HHSKE20201

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0 年大学科普项目（7436

11001）；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2011415716） 

【年】2021 

【期】04 

 

 

2/50 

【题    名】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系统反渗透问题分

析与优化 

【作    者】李玉林; 

【单    位】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膜科学与技术 

【摘    要】介绍了某大型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系统

中的反渗透系统,该项目水源为全厂污水处理设施

出水,采用反渗透技术进行浓缩减量后,进入蒸发结

晶单元进行结晶处理,从而实现全厂废水零排放.但

在实际运行中,该项目反渗透系统出现一系列常见

的问题.通过对主要问题逐一分析,提出解决方案,相

关思路对膜处理工艺的设计与改进有可借鉴之处. 

【年】2021 

【期】02 

 

 

3/50 

【题    名】协同创新  科技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作    者】李海生;陈胜;吴丰成;王淑兰; 

【单    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科技

与财务司科技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大气污

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运行管理部; 

【文献来源】环境保护 

【摘    要】如何统筹运用"科技创新"和"协同治理

"来有效支撑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是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挑战。本文梳理了协同创新助

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指出当前我国大气污

染协同治理在区域部门间权责利不匹配、科技支撑

协同创新不足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深层次的问题和瓶

颈。以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为例,系统分

析了该项目在改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进行的有

益探索,提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要充分应

用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的政策工具、开展多尺度

多目标的协同控制、构建生态环境领域集中攻关新

型举国体制、正确处理"一市一策"和区域联防联控

的协同关系的建议。 

【基    金】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2+2

6’城市综合解决方案研究”（DQGG0304） 

【年】2021 

【期】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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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题    名】杭州水处理中标国内最大膜法市政污

水提标改造项目 

【作    者】赵鑫; 

【单    位】水处理技术 

【文献来源】水处理技术 

【摘    要】<正>近日,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水处理")成功中标保定

市银定庄市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项目。该项目日

处理水量达 32.5 万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膜法市政

污水提标改造项目。银定庄市政污水处理厂位于河

北省保定市,始建立于 1996 年。通过此次升级改造,

水厂出水水质指标将实现从国标一级 A 类到地表水

Ⅳ类的重大突破,完成一个质的飞跃。 

【年】2021 

【期】04 

 

 

5/50 

【题    名】融入绿色工程教育  助力实验室“三废”

无害化处理 

【作    者】冯之冲;张悦;庄英萍;常雅宁;姜郡;包家

铭; 

【单    位】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华东理工

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文献来源】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摘    要】为了培养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增强生

态保护责任感,以绿色工程教育理念为指导,将科学

与人文交融,帮助学生掌握绿色工程教育的内涵、特

征以及重要性,旨在实现实验室"三废"源头减量和无

害化处理。分析了目前高校实验室对于实验的"三废

"处理现状后,结合理论与实践,梳理了实验室"三废"

处理全流程的参与者,以"学生产生--老师管理--高校

设计--政府主导--企业处理"为主线,设计了学生、老

师、高校、政府、企业"五位一体,一环相贯"的源头

减量和无害化处理,同时,利用微信小程序"统计助手

",开展余量内部共享、废液精细分类、合并存放管理、

校内初步回收,助力高校实验室"三废"无害化处理和

环境保护。 

【基    金】2019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201910251024) 

【年】2021 

【期】03 

 

6/50 

【题    名】改进型 SBBR 中 SND 启动及微生物群

落结构研究 

【作    者】刘昊明;罗志浩;欧阳二明; 

【单    位】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工业水处理 

【摘    要】对序批式生物膜反应器(SBBR)进行改

造,以便达到更高同步硝化反硝化(SND)水平。在相

同的环境和参数条件下进行 SND 启动对照实验,同

时借助高通量测序来探究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从

而分析两组反应器处理效果不同的原因。两组反应

器启动完成后,其同步硝化反硝化率(RSND)、COD

去除率、氨氮去除率均能达到较理想水平,改进型 S

BBR 中微生物构成也更加均衡。通过综合分析,发现

改进型 SBBR 去除效果更为稳定、高效。 

【基    金】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92

BAB206039） 

【年】2021 

【期】03 

 

 

7/50 

【题    名】区块链如何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环保重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作    者】李少林;冯亚飞; 

【单    位】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

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文献来源】中国环境科学 

【摘    要】通过构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应用区块链

技术情形下的目标函数与行为动机模型,分析区块

链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

制,并以区块链产业兴起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

分法基于 2003～2017 年我国 93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

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区块链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

影响.研究表明,区块链的应用能够倒逼企业实现以

效率提高为特征的绿色转型,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治

污成本分别降低 26%和 17%,并且在使用了工具变

量、三重差分、PSM-DID、安慰剂等多种方法进行

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当前

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优

于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后,基于

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区块链企业

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 ,

而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块链企业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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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占比高和单位 GDP 能耗高的城市制造业转型促

进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区块链应用与实体经济发

展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数字经

济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更加科

学与精准制定区块链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304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YJA79004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8T110177,2018M630247)；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9CJY008)；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LN2019Z02,LN2020X08) 

【年】2021 

【期】03 

 

 

8/50 

【题    名】响应曲面法优化羧甲基壳聚糖复合絮

凝剂处理金橙黄模拟废水 

【作    者】梁逸扬;梁瑛杰;麦榆敏;邱琳;温钰琳;许

嘉茵;黄鑫峰; 

【单    位】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城建与环境学

院; 

【文献来源】印染助剂 

【摘    要】利用 Box-Behnken 响应曲面法,优化 2

5℃时羧甲基壳聚糖复合絮凝剂处理金橙黄废水工

艺。分析了羧甲基壳聚糖、氯化铝及硝酸镧用量对

金橙黄脱色率的影响,并建立了脱色率与羧甲基壳

聚糖、氯化铝以及硝酸镧用量的数学模型。结果表

明:Box-Behnken 响应曲面法建立的数学模型对复合

絮凝剂处理金橙黄模拟废水的效果具有较高的拟合

度;较佳的羧甲基壳聚糖、氯化铝、硝酸镧复合质量

比为 11∶11∶1,脱色率可达 82.77%。 

【基    金】2019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广

东省级项目(201913844034) 

【年】2021 

【期】03 

 

 

9/50 

【题    名】中国农业科学院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

团队 

【单    位】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文献来源】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摘    要】<正>专家介绍张克强,男,1968 年生,博

士,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所长、二级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殖业污染防治

创新团队首席、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大理综合试

验站站长。全国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长期从事畜禽养殖废弃物减排与资源化

利用等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和完成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益

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

国家级项目/课题 10 余项。 

【年】2021 

【期】03 

 

 

10/50 

【题    名】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

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

据 

【作    者】张媛媛;袁奋强;陈利馥; 

【单    位】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宏观经济研究 

【摘    要】绿色信贷政策作为贯彻绿色经济重要

抓手,正以多个触角延伸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

企业创新投资产生着质的影响,尤其对重污染企业

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以 2013 年《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报送绿色信贷统计表的通知》要求

为外生冲击变量,以重污染企业为处理组,以低污染

企业为控制组,以区域产业依赖度差异为处理变量,

根据 PSM 配对结果,运用 DDD 模型,考察了绿色信

贷政策对重污染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资选择的差异

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随着绿色信贷政策的强

力落地,相对于低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创新投资选

择更为积极;(2)重污染产业依赖度较低的省份,绿色

信贷政策的推进更能激发重污染企业创新投资选择

的动力,而对重污染产业依赖度较高的省份,绿色信

贷政策的影响效应则相对较小;(3)相较于重污染产

业依赖度较高省份的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产业依赖

度较低省份的重污染企业对绿色信贷政策冲击反应

更为敏感;(4)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选择

的影响路径来看,信贷政策调整会改变企业外部融

资环境,加剧或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对企业

创新投资选择产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融

资约束差异并不会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

选择作用中形成显著差异,但是区域产业依赖度对

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效应依然明显。 

【基    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污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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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路径及优化研究”(17EYC009)；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结构性货币财政

政策与企业投资选择的耦合升级路径研究”(2017ZD

IXM049)的研究成果 

【年】2021 

【期】03 

 

 

11/50 

【题    名】EPS 组分对藻菌共生体在畜禽养殖废

水处理中膜污染的影响 

【作    者】辛佳期;卓梦琼;孙盛进;郭远涛;肖丛亮;

方凡;李昆; 

【单    位】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鄱阳湖

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膜科学与技术 

【摘    要】微生物分泌的胞外聚合物(EPS)组分对

膜污染的影响十分复杂,为进一步探究 EPS 组分对

藻菌共生体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膜污染的影响机

制,对藻菌共生体在畜禽养殖废水中产生的 EPS 进

行拆分,主要分成 4 种组分:溶解性微生物产物(SMP)、

松散附着性胞外有机物(LB-EPS)、紧密附着性胞外

有机物(TB-EPS)和提取 EPS 后的微生物絮体残渣

(MFR).研究不同的 EPS 组分对膜污染的影响。实验

结果表明,SMP造成的膜污染最严重,其次是MFR.线

性拟合结果表明,SMP 和 LB-EPS 主要以标准堵塞为

主,MFR 以滤饼层堵塞和中间堵塞为主,而 TB-EPS

则是由 4 种堵塞模型共同作用,更为复杂.污染物成

分分析结果显示,造成膜污染的主要有机物是多糖

和蛋白质类物质.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6804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7M622106)； 

江西省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2019KY23)； 

江西省青年科学基金(20171BAB216037) 

【年】2021 

【期】02 

 

 

12/50 

【题    名】膜+冷冻结晶+MVR 集成技术在印染废

水“零排放”中的中试研究 

【作    者】彭文博;庄力;吴正雷;罗小勇;王磊; 

【单    位】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水处理技术 

【摘    要】以江苏某印染企业印染废水生化二级

出水为对象,探讨膜+冷冻结晶+MVR 集成技术在印

染废水"零排放"中的技术可行性,为印染废水深度处

理提供技术参考。结果表明:在进水 COD、色度、p

H、电导率、硬度、Fe~(2+/3+)分别为 67.5 mg/L、2

02 倍、7.5、12 756μS/cm、120 mg/L、1.535 mg/L

时,回用水 COD、色度、pH、电导率、硬度、Fe~(2

+/3+)分别为 0.52 mg/L、0 倍、8.25、410μS/cm、0.

57 mg/L、0 mg/L,6 项指标均达到回用水水质要求。

冷冻结晶获得的 Na_2SO_4·10H_2O 经处理得到无

水硫酸钠产品,经检测其白度 84,纯度 98.5%,产品达

到《工业无水硫酸钠》(GB-T-6009-2014)Ⅱ类一等品

要求。以 6 000 m~3/d 处理规模计算,吨水运行费用

4.452 元,每年可节约用水 194 万吨。 

【年】2021 

【期】04 

 

 

13/50 

【题    名】基于正交设计葡萄废弃物基生物活化

炭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 

【作    者】常春;白杨;宋欣怡;单爽;李明哲; 

【单    位】渤海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渤海大

学海洋研究院;渤海大学辽宁省全谱太阳能电池转

光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文献来源】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摘    要】以葡萄皮为原材料,用限氧热解法制备

生物炭。通过设计 3 因素 3 水平的正交实验,选择出

最佳的活化条件进行活化,得到活化生物炭用于吸

附实验。考察反应物初始浓度、反应温度和接触时

间对吸附的影响规律,并进行分析。由动力学拟合结

果,可以得出葡萄皮基生物炭对甲基橙的吸附过程

用准二级动力学方程较好拟合,说明生物炭对甲基

橙的吸附不是单一的单层吸附过程。颗粒内扩散方

程表明颗粒内扩散不是唯一的限速因素,吸附过程

由液膜扩散和颗粒内扩散两个过程控制。双室模型

表明快吸附反应在吸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用 Tem

kin-Pyzhev 模型对等温线进行拟合,表明活化炭对于

甲基橙的吸附更倾向于不规则的表面吸附,吸附热

力学数据证明吸附反应易发生。 

【基    金】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XLYC190

71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08026)；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05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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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LQ2019003)资助 

【年】2021 

【期】02 

 

 

14/50 

【题    名】类花状羟基磷灰石/H_2O_2 催化降解

结晶紫模拟染料废水 

【作    者】郭效军;孟倩;韩晓;严虎东;查飞; 

【单    位】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以化学沉淀法成功制备了类花状羟基

磷灰石(HAP),考察了 HAP 用量、H_2O_2 用量及溶

液初始浓度等因素对 HAP/H_2O_2 体系降解结晶紫

溶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100 mL 30 mg·L~(-1)结

晶紫溶液加入 0.01 g HAP 和 0.1 mL H_2O_2,反应

38 min 时,脱色率可达 97.2%,动力学研究表明该降

解过程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基    金】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项目 

【年】2021 

【期】02 

 

15/50 

【题    名】基于 Fu-LMS 算法的前馈式噪声主动

控制系统研究 

【作    者】高永升;李忠利;杨淑君;陈修魁;刘小锋; 

【单    位】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摘    要】声反馈的存在,使前馈式控制系统传递

函数引入了新的极点。传统的基于 Fx-LMS 算法的

前馈式控制系统利用系数很长的滤波器来模拟极点

位置,这导致系统计算量增多并且效果不理想。针对

这一问题,构建了一种基于 Fu-LMS 算法的控制系统。

该系统控制的滤波器具有可变极点,利用这一结构

特点可以精确模拟实际物理系统的传递函数,系统

计算量更少。利用 MATLAB 与 Simulink 建立模型,

分析两种系统降噪效果,并且基于 DSP 实验平台实

现了系统设计。实验结果表明,设计的主动控制系统

有很好的降噪效果。 

【基    金】国家科技部专项资助项目(2017YFD07

00304-02) 

【年】2021 

【期】03 

16/50 

【题    名】高盐强酸性地下水中复合苯系污染物

原位芬顿氧化实验研究 

【作    者】郭威;袁放;张佳;谢斌;冯学洋;陈鸿汉; 

【单    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卫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文献来源】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摘    要】在原位氧化过程中,实际场地地下水和

含水介质的物化特征是影响氧化效果的重要因素 ,

而目前对此影响的研究较少。以某场地实际高盐强

酸性复合苯系污染地下水为研究对象,以地下水中 2

-硝基-4-甲氧基苯胺(2-nitro-4-methoxyaniline,2-N)和

3-硝基-4-甲氧基苯胺(3-nitro-4-methoxyaniline,3-N)

为特征污染物,探究芬顿(Fenton)试剂原位氧化特征,

并研究液相环境因素(初始 H_2O_2 浓度、初始 Fe~

(2+)浓度、初始 p H 值、初始醋酸(Acetic acid,HAc)

浓度、初始 SO_4~(2-)浓度)以及含水层介质对 Fent

on 法去除 2-N 和 3-N 的影响。结果显示:(1)Fenton

法去除 2-N 和 3-N 效果显著,且在初始液相条件为 c

(H_2O_2)=7 mmol/L、c(Fe~(2+))=4 mmol/L、pH=

4、c(HAc)=0 mg/L 和 c(SO_4~(2-))=0 mmol/L 时去

除效果最佳;(2)各因素对 Fenton 法氧化 2-N 和 3-N

的影响不同,加入 H_2O_2 和 Fe~(2+)使 2-N 和 3-N

去除率上升,增大 HAc 浓度使 2-N 和 3-N 去除率下

降;(3)含水层介质对 2-N 和 3-N 具有一定吸附性,且

对 3-N 的吸附性强于 2-N,二者在本实验中最大吸附

态占比分别为 29%和 42%,而吸附态的存在会抑制 F

enton 法对 2-N 和 3-N 的去除;(4)矿物分析结果显示

介质含有少量黄铁矿,在硫酸环境下,介质腐蚀溶解

释放 Fe~(2+),在达到一定浓度后,无需额外添加 Fe~

(2+)即可完成 Fenton 反应进而去除 2-N 和 3-N。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2018YF

C1800400） 

【年】2021 

【期】02 

 

 

17/50 

【题    名】新型污泥陶粒-曝气生物滤池对喷水织

造废水的处理研究 

【作    者】周高燕;章静;战晓慧;王河;史惠祥; 

【单    位】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文献来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摘    要】以污泥∶底泥∶粉煤灰=5∶3∶2、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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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温度 1 130℃、保温时间 20 min 制备污泥陶粒(s

ewage sludge ceramsite,SSC),SSC 粗糙多孔,内部孔

隙率和孔容分别为 36.5%和 0.243 2 cm~3·g~(-1),适

合微生物的吸附与固定。基于 SSC 构建了曝气生物

滤池(SSC-BAF),并与基于市售陶粒(commerically c

eramsite,CTC)构建的曝气生物滤池(CTC-BAF)进行

了对比,研究了在不同气水比和水力停留时间下SSC

-BAF 反应器对喷水织造废水的处理情况。根据 CO

D、石油类、浊度的去除效果,确定了 SSC-BAF 反应

器的最佳气水比为 5∶1,水力停留时间为 6 h,此时

对 COD、石油类、浊度的去除率分别为 86.87%, 8

9.91%, 96.70%,优于 CTC-BAF 对 COD、石油类、

浊度的去除率 85.28%,86.76%,96.17%。 

【基    金】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2019C03110-00

3）；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07208-009） 

【年】2021 

【期】02 

 

18/50 

【题    名】复苏促进因子增效 PACT 处理印染废

水 

【作    者】战晓慧;周高燕;周尚平;章静;方荣业;史

惠祥; 

【单    位】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嘉兴市洪溪

污水处理厂;宁波心觉科技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摘    要】利用复苏促进因子(resuscitation-promo

ting factor, Rpf)促进活的但不可培养(viable but no

nculturable,VBNC)的细菌复苏和生长的特性,通过序

列间歇式活性污泥法(SBR)实验,探究用 Rpf 增效粉

末活性炭活性污泥工艺(powder activated carbon tr

eatmeat,PACT)处理印染废水的最佳工况,同时研究

了 Rpf 对活性污泥的强化机理和对微生物的影响。

实验选用 302 型木质粉末活性炭(PAC),得到最佳投

加条件为 PAC 30 mg·L~(-1)·d~(-1),Rpf 6 mg·L~(-

1)·(3 d)~(-1)。实验表明,PAC 和 Rpf 具有协同作用,

可改善污泥的沉降性能,增强传统 PACT 的生化处理

能力,提高活性污泥微生物的多样性,增大种群丰度,

使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基    金】环保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

专项（2017ZX07206） 

【年】2021 

【期】02 

19/50 

【题    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土壤重金属污染防

治的现状与对策 

【作    者】王妍; 

【单    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文献来源】有色金属(冶炼部分) 

【摘    要】我国是有色金属生产大国。有色金属

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防治,是土壤污染防治中的重点领域。目前,我国就

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有

色金属工业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但是,总体看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土壤重金属污

染防治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进一步贯彻相

关法规政策,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相关领域技术

创新,通过机制推动促进产业发展等,均是"十四五"

时期该领域发展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年】2021 

【期】03 

 

 

20/50 

【题    名】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环境效应和经济

效应——基于世行贷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断

点回归设计 

【作    者】左喆瑜;付志虎; 

【单    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 

【摘    要】针对高强度的化肥施用和面源污染问

题,广东省实施了世行贷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本文以此为契机,选取受项目干预的村庄进行拟随

机实验设计,考察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环境效应和

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地块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模糊断

点回归设计估算了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对肥料投入环

境效率和肥料生产率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与政策

制定者预期以及前人研究观点不同的是,本文研究

发现绿色农业补贴政策降低了肥料投入环境效率和

肥料生产率。在加入协变量、采用三角核函数、选择

最优带宽的情况下,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对肥料投入

环境效率和肥料生产率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

负。但不能依此否定该政策,因为在绿色农业技术推

广早期阶段,利用补贴政策可以引导要素投入和优

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水平。可取的政策选择是

使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有机衔接,即在

绿色农业技术推广早期阶段,通过绿色农业补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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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高技术采纳率,随后逐步淡化绿色农业补贴政

策,增强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业绿色

发展的政策干预与农户行为——基于拟随机实验的

经验研究”（编号：71803030）的资助 

【年】2021 

【期】02 

 

 

21/50 

【题    名】MGO/SA 制备及其对含 Cr(Ⅵ)污水吸

附处理研究 

【作    者】白玉琦;安燕;陈娇;胡鸣鸣;唐冰;刘延静; 

【单    位】贵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应用化工 

【摘    要】采用海藻酸钠(SA)溶液与磁性氧化石

墨烯(MGO)共混制备复合微球(MGO/SA),研究其对

水中 Cr(Ⅵ)的吸附处理效果。实验表明,以海藻酸钠

为包埋载体,通过添加适量致孔剂处理经磁化的氧

化石墨烯,可获得一定尺寸的 MGO/SA 复合微球,最

优制备工艺为:MGO 投加量 0.45 g,固化温度 25℃,N

aCl 含量 2.4 g。FTIR、SEM、VSM 等表明,MGO/S

A 表面粗糙,呈无规则网状结构,内部含氧基团增多,

吸附活性增强,且微球具有典型的 S 型磁滞回线,能

快速从水溶液中分离。在 MGO 投加量为 0.3 g、pH

值为 1 条件下,处理 10 mg/L 的含 Cr(Ⅵ)污水 270 m

in, Cr(Ⅵ)的去除率为 97.28%;复合微球对 Cr(Ⅵ)的

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基    金】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黔科合 LH 字[2

017]7255 号)； 

贵州大学科技合作项目(H160499 号) 

【年】2021 

【期】03 

 

 

22/50 

【题    名】催化臭氧化-MBR 工艺深度处理制药

废水实验研究 

【作    者】杨文玲;王坦; 

【单    位】河北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应用化工 

【摘    要】采用臭氧催化氧化耦合膜生物反应器

(MBR)处理工业高浓度制药废水。考察了臭氧催化

氧化不同停留时间的影响,非均相臭氧催化剂的稳

定性以及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进行生化处理性能。

结果表明,臭氧催化氧化停留时间 90 min,污泥浓度

(MLSS)为 10.00 g/L,COD 处理负荷为 1.2 kg/(m~

3·d),HRT 为 18 h 条件下,非均相臭氧催化剂对该制

药废水具有稳定的 COD 去除率,经过连续运行 50 d

每天运行 8 h,臭氧催化剂展现出较好的稳定性,CO

D 去除率基本可以稳定在 45%左右。臭氧催化氧化

耦合 MBR 组合工艺相比单独 MBR 工艺其 COD 去

除率提高 26%左右、氨氮提高 36%左右,其中氨氮满

足 GB 21903—2008 排放要求。 

【基    金】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17273602D)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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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US/UV/混凝多重协同臭氧氧化处理航

空工业荧光废水的研究 

【作    者】沈哲;陈玮;吴奇;陈思; 

【单    位】西安航空学院能源与建筑学院;延长油

田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应用化工 

【摘    要】航空工业荧光废水采用 US/UV/混凝多

重协同臭氧氧化处理工艺进行处理,固定紫外强度

为 110 W,考察了超声强度、臭氧流量、氧化时间、

废水 pH 值、絮凝剂种类、絮凝剂投加量等对处理效

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佳絮凝反应选择 Al_2Cl_n(O

H)_(6-n)作为絮凝剂,投加量为 6 mL/L,pH 值为 7,静

置时间为 40 min;超声氧化选择超声强度为 320 W,

臭氧流量为 50 mg/min,反应时间为 60 min,反应 pH

为 7。经过超声臭氧氧化-絮凝联合工艺处理后出水

COD 的质量浓度为 403.2 mg/L,去除率达到 85.6%,

悬浮物浓度为 7.12 mg/L,色度为 20 倍,pH 值为 7,出

水水质达到 2016 年 8 月 1 日实施的 GB/T 31962—

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的要求。 

【基    金】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20JK0694) 

【年】2021 

【期】03 

 

 

24/50 

【题    名】基于动态分解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的城

市污水处理过程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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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璐;张嘉成;韩红桂;乔俊飞; 

【单    位】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计算智能与智

能系统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摘    要】为了实现城市污水处理过程各性能指

标的优化运行,提出了一种动态分解多目标粒子群

优化控制(optimal control based on dynamic decom

pos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OC-DDMOPSO)策略.首先,构建了基于自适应核函

数的运行性能指标模型,确定了优化运行目标.其次,

设计了基于档案库动态分解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

法,实时获取操作变量的优化设定值.最后,利用预测

控制策略跟踪优化设定值,完成了城市污水处理过

程优化控制.将提出的OC-DDMOPSO应用于基准仿

真平台 BSM1,实验结果显示,OC-DDMOPSO 能够实

现城市污水处理过程稳定运行,保证出水水质达标

排放和降低运行成本.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1890930

-5,61622301,6190301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YFC1900800-5)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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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利用氯化锌和硫改性玉米秸秆生物炭

稳定汞污染土壤 

【作    者】李述贤;郑旭东;龚建军;薛向欣;杨合; 

【单    位】东北大学冶金学院;沈阳环境科学研究

院; 

【文献来源】环境工程学报 

【摘    要】以玉米秸秆为原料，氯化锌(ZnCl_2)和

硫(S)为改性剂，使用限氧热解法制备改性生物炭，

并利用正交实验优化改性生物炭的制备条件；以浸

出液汞浓度和汞形态含量变化为指标，评价改性玉

米秸秆生物炭对汞污染土壤的稳定化效果，并确定

了改性生物炭的最佳添加量。结果表明，通过 ZnCl

_2 和 S 的改性可以提高生物炭对土壤中汞的稳定化

能力；经改性生物炭处理后，汞污染土壤浸出液中

可交换态汞含量降低，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汞含量

增加。ZnCl_2 和 S 共改性生物炭的稳定化效果显著

高于单独的 ZnCl_2 或 S 改性生物炭。共改性生物炭

的最佳制备条件为：ZnCl_2 添加量为 30%、S 添加

量为 5%、350℃下炭化 1 h。在共改性生物炭添加

量为 2%的条件下，汞污染土壤浸出液中汞含量为 0.

57μg·L~(-1)，低于 GB 5085.3-2007 规定的汞限值。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U136020

4) 

【年】2021 

【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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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基于新《环保法》出台的准自然实验 

【作    者】俞毛毛;马妍妍; 

【单    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文献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运用 2014—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

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

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 DID 模型分析环

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

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

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

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

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

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

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

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

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

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贸易自由

化与制造业企业储蓄率上升之谜”（71803017） 

【年】2021 

【期】02 

 

 

27/50 

【题    名】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

应——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自然实验 

【作    者】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 

【单    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文献来源】财经研究 

【摘    要】文章以 2019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

9)导致的全国范围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采用广义 D

ID 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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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混杂因素与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后有效识别了

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产业。研究发现: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在停工环境下,其占 GDP 比

重每上升 1%,空气质量指数相较于上年同期下降 0.

470;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对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

是制造业,且制造业中轻工业的影响系数高于装备

制造业与能源化工业;采矿业与建筑业对空气污染

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增加

代替了停工减少的工业需求,水电气热生活供应业

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文章还发现

生产过程对第二产业的污染贡献度高于第三产业;

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响相对更

高,而能源化工业受生产过程影响更甚。因此,文章提

出:第一,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

径来看,需重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加

强对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能源化工等制造业污染"大

户"的防治;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环境治理需要因

城而异,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地理

气候条件;第三,在推行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

归"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内部结构优化的理念,在权衡

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时要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 ,

避免短视化行为。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JY039）；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0110452）； 

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2020110453）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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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外加热源对典型有机废弃物生物干化

的影响 

【作    者】向虹霖;蒋建国;高语晨;孟园;徐一雯;艾

克来木·艾合买提;鞠彤瑶;韩思宇;郭晏然; 

【单    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给水排水 

【摘    要】通过对典型有机废弃物进行生物干化

实验,探究了外加热源对生物干化效果的影响。在不

加热和 40℃加热两个条件下,对果蔬、厨余和园林垃

圾等典型有机废弃物的生物干化效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外加热源对不同基质干化效果的影响程

度不同,但能够明显提升有机废弃物生物干化的效

果。加热可使得反应器保持高温状态,使基体长期处

于微生物代谢旺盛阶段,有利于生物干化。果蔬与园

林垃圾协同干化时,升温累积值在 10 d 后达到了 15

1℃·d,比不加热条件下高出 111%。在加热条件下,园

林垃圾独立干化的最终含水率能降到 10.34%、生物

干化指数为 2.54、低位热值为 13 920.8 kJ/kg,优于

不加热条件。 

【年】2021 

【期】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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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一种基于虚拟传感的双通道主动降噪

方法 

【作    者】冯智睿;马令坤;黄苑玉; 

【单    位】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陕

西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 

【文献来源】科学技术与工程 

【摘    要】在主动噪声控制系统中,有效降噪范围

受通道数量的影响很大,传统方式主要是通过增加

系统通道数量来扩大有效降噪范围(3 dB 以上),成

本较高,且对计算能力要求极高。为实现在不增加通

道数、误差传感器及扬声器数量的情况下,扩大有效

降噪范围,使用了一种基于虚拟误差传感的方法,在F

xLMS 双通道主动噪声控制系统中研究虚拟传感器

设置的位置与有效降噪范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虚

拟传感器设置为不同位置时,有效降噪范围由 12 cm

增加到 26 cm。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401261) 

【年】2021 

【期】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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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绿地系统处理屋面雨水中污染物的性

能研究 

【作    者】刘茵;张龙;张琪;李洋;王旭冕;张建锋; 

【单    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总务处;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分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

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开展屋面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消减是构

建城镇社区中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强化绿地系统的污染物截留效率,可以实现对

屋面降雨初期高污染负荷的原位控制.本文在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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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地实验装置中,研究了绿地中流程、坡度和植草

密度等因素对雨水径流中污染物的去除效果,结果

表明:最佳条件下,绿地系统对 NH_3-N、TP、SS、T

N、COD 的去除率分别为 54%～62%、71%～74%、

90%～95%、34%～51%和 54%～73%;植草和绿肥可

以降低土壤中的交换态 Al~(3+)的含量,从而降低向

径流雨水中投加铝系混凝剂对植物及土壤带来的潜

在毒害.本文提出的强化绿地系统对屋面初期雨水

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可为目前城市中低影响雨水

系统的构建提供参考.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金资助项目(2017

YFC0403403-3/01)；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基金资助项目(17JK041

3)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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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生物质热解产物综合利用方案及经济

可行性 

【作    者】张欣驰;董善美;王粤;吴石亮;肖睿; 

【单    位】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林产化学与工业 

【摘    要】通过收集秸秆类生物质热解数据,构建

热解产物数据库,从而建立 SVM 生物质热解产物模

型,提出基于农业园区的生物质分级利用一体化方

案,同时利用产物模型基于该方案进行个性化种植

优化调节。在处理量 400 kg/h 的情况下,与传统秸秆

还田方案相比,该方案能够处理掉 25%～50%的还田

秸秆。在秸秆处理和肥料采买项目上,园区可节省相

关支出近 30%,采取优化方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

支出近 4%。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9YFC

1906805)； 

东南大学青年至善学者资助(无编号) 

【年】2021 

【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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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颗粒污泥处理高负荷有机含油废水的

形成过程及特性探究 

【作    者】王瑞;杨福兴;曲广淼; 

【单    位】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河海大学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水处理技术 

【摘    要】在序批式反应器(SBR)内接种絮状物质,

以实际高负荷含油废水为探究对象,在中温条件下

考察了进水有机负荷(OLR)对颗粒污泥形成的影响,

分析了 OLR 对颗粒污泥粒径、生物量、微生物活性、

胞外聚合物(EPS)组成的演化规律,探究了 OLR 影响

颗粒污泥对化学需氧量(COD)与溶解性油类的去除

特性。结果表明,当进水 OLR 由 0.5kg/(m~3·d)升高

至 3.0 kg/(m~3·d)时,颗粒污泥混合液总悬浮固体(M

LTSS)增加至 9.2 g/L,污泥体积指数(SVI30)下降至 6

1.6 mL/g,颗粒污泥粒径主要集中于 0.8～1.2 mm,占

比约 40.2%。此外,OLR 影响颗粒污泥内 EPS 组分,

随进水 OLR 升高,颗粒污泥内蛋白质(PN)与多糖(PS)

含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但 PN 含量显著提高。当 OLR

为 3.0 kg/(m~3·d)时,颗粒污泥对 COD 和溶解性油

类的去除效率最高,并分别为 92.3%和 79.5%,显著高

于其他 OLR。本研究结果为处理含油废水快速培养

颗粒污泥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74085）；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8KJD430005） 

【年】2021 

【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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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多组分重金属复合体系在高岭土中的

吸附差异 

【作    者】梁艳;卢燕南;唐艳葵;贠金虎;黄碧艺;于

淑琪; 

【单    位】广西大学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文献来源】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重金属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针对

利用黏土矿物高岭土治理多组分重金属环境污染的

问题,本文研究了三种重金属离子镉(Cd~(2+))、铅(P

b~(2+))和铜(Cu~(2+))在土壤中广泛存在的高岭土

于不同理化条件下(包括吸附时间、pH 值、离子强

度、重金属离子初始浓度)的吸附行为特性,以及两相

与三相多组分重金属之间的竞争吸附行为。研究结

果表明:在恒温条件下吸附达平衡后,高岭土对 Pb~(2

+)、Cd~(2+)和 Cu~(2+)的吸附率均大于 70%;当反应

体系 pH>7.0 时,高岭土对这三种离子的吸附率可达

90%以上;而当离子强度大于 0.05 mol/L 时,吸附率

降低近一半。在复合体系中,不同重金属离子在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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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表面的竞争吸附作用使高岭土对各重金属离子的

吸附量小于单一组分,其中,高岭土对三种重金属离

子的吸附能力大小为 Cu~(2+)<Cd~(2+)<Pb~(2+)。研

究结果表明,高岭土对 Pb~(2+)、Cd~(2+)和 Cu~(2+)

都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其吸附量受 pH 值、离子强

度和竞争吸附作用的影响较大。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507015;

170101)；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5GXNSFCA139015;

2017GXNSFBA198076)； 

广西大学青年博士科研基金启动基金资助项目(XB

ZT161050) 

【年】2021 

【期】01 

 

 

34/50 

【题    名】填料强化 A/O 工艺处理小城镇污水的

实验研究 

【作    者】李家伦;张铁坚;刘俊良; 

【单    位】河北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 

【文献来源】水处理技术 

【摘    要】通过向模拟 A/O 生化池中投加填料强

化该工艺处理小城镇污水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当

O 段溶解氧的质量浓度控制在 2～3 mg/L,温度控制

在 28℃,进水 p H 在 7.2～7.8 的条件下,该工艺的优

化水力停留时间为 8 h、污泥回流体积比为 20%,模

拟装置在该优化工况下运行时,对 COD、NH_4~+-N

及 TP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91.1%、96.3%、73.3%。

为提高除磷效果,增加后置化学辅助除磷后,TP 平均

去除率可达 86%,出水中 COD、NH_4~+-N 含量均能

达到 GB 18918-2002 的一级 A 标准,TP 含量能达到

一级 B 标准,去除效果较好。 

【基    金】河北农业大学理工基金项目（LG2016

32）； 

河北省水利科技计划项目（2018-37） 

【年】2021 

【期】03 

 

 

35/50 

【题    名】高铁酸钾辅助 PAC 混凝沉淀+电化学

氧化处理乳化液废水研究 

【作    者】武世煊;张峰;杨帆;李红艳;崔佳丽;王朝

旭;崔建国; 

【单    位】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现代化工 

【摘    要】以金属加工业实际乳化液废水为研究

对象,采用 K_2FeO_4 辅助聚合氯化铝(PAC)混凝沉

淀、后接 BDD 电化学氧化的两段组合工艺进行实验

研究,考察了 PAC 和 K_2Fe O_4 质量浓度、沉降时

间、电流密度以及两段工艺的初始 p H 和反应温度

等参数对污染物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K_2Fe 

O_4 与 PAC 混合使用可有效促进 PAC 的絮凝沉淀

效果; BDD 阳极电解对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剩余 CO

DCr 可形成高效矿化。分别对絮凝沉淀工艺段和电

解工艺段各参数对污染物去除效果的影响进行讨论。

CODCr、NH_3-N、浊度等主要指标均达到 GB 897

8—1996 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 

【基    金】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01D121275,

201701D121126)； 

山西省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201803D31046) 

【年】2021 

【期】02 

 

 

36/50 

【题    名】污水处理过程多变量优化控制方法研

究 

【作    者】卢薇; 

【单    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

工程研究院; 

【文献来源】控制工程 

【摘    要】为了解决污水处理过程的优化控制问

题,提高出水水质达标率和降低能耗,提出了一种污

水处理多变量优化控制方法。首先,通过分析污水处

理过程参数与可控变量溶解氧与硝态氮的关系,建

立能耗和出水水质模型;其次,提出一种动态惯性权

重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该算法平衡了寻优过

程中的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能力,同时提高了算法

的收敛速度,获得最优的溶解氧和硝态氮的优化设

定值;然后,基于多变量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实

现最优设定值的跟踪控制;最后,将所提出的方法应

用于基准仿真模型 1(BSM1)。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

可以达到准确优化控制,能够在保证出水水质达标

的情况下,降低运行能耗。 

【年】2021 

【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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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 

【题    名】采选矿废水 COD 降解过程中 ORP 的

特性研究 

【作    者】周杰;刘金勇;闫虎祥;祁超;吴财松;黄海; 

【单    位】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工业水处理 

【摘    要】研究了模拟采选矿废水 COD 氧化降解

过程中 ORP 值的变化规律。单因素实验结果表明,F

e~(3+)、Fe~(2+)、S~(2-)、COD、pH 均会对 ORP 值

造成影响;在采选矿废水常规离子及 COD 浓度范围

内,ORP 值变化不大。在复杂的氧化体系中,存在多种

影响因素,添加氧化剂之后,变成以氧化剂为主要表

现形式的氧化体系,氧化剂用量、ORP 值、出水 CO

D 之间存在相关性。本研究中,在 ORP 峰值为 333 

mV 的情况下,出水 COD 为 47.3 mg/L,满足≤60 mg/

L 的排放要求。可以尝试将其用于指导工业生产,以

获得污染物指标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平衡。 

【年】2021 

【期】02 

 

 

38/50 

【题    名】颗粒活性炭激活过硫酸盐氧化法深度

处理焦化废水 

【作    者】吕志超;宋秀兰;赵青云; 

【单    位】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工业水处理 

【摘    要】采用颗粒活性炭(GAC)激活过硫酸盐(P

S)氧化法处理焦化废水生化出水,在温度 30℃、反应

时间 120 min 的条件下研究了 GAC 投加量、K_2S

_2O_8 浓度和 pH 对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

明:GAC 激活 PS 氧化法处理焦化废水生化出水的最

佳条件:GAC 投加量为 30 g/L,K_2S_2O_8 质量浓度

为 6 g/L,不调节 pH。在此最佳条件下,废水的色度和

TOC 去除率分别达到 89.30%和 80.84%。GAC 在使

用 4次后,色度和TOC去除率分别为 82.3%和 53.8%,

说明在 GAC/K_2S_2O_8 系统中 GAC 具有较好的

原位恢复性能。 

【基    金】山西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1901

D111067) 

【年】2021 

【期】02 

 

39/50 

【题    名】基于环境监测实验室的高校实验室安

全准入制度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研究 

【作    者】刘雪蕾;李恩敬;李跃天;黄凯;周勇义;刘

克新; 

【单    位】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 

【文献来源】中国环境监测 

【摘    要】梳理了高校实验室环境-安全-健康准入

制度包含的管理内容,从人员管理、设备管理、试剂

管理、实验环境管理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现有实

验室安全信息化系统运行情况,探讨了将实验室安

全信息化系统与实验室信息化系统、设备管理信息

化系统进行数据融合和功能优化的要点,重点分析

了设备采购及管理系统、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

统、实验室安全检查系统、试剂管理平台、实验室门

禁管理系统在功能上的内在关联,从而通过试剂管

理平台、实验室门禁控制系统、设备采购系统实现

实验室环境-安全-健康准入制度的强制执行。研究发

现,高校与环境监测实验室、院系实验室安全管理部

门联合促进实验室安全信息化系统、实验室信息化

系统、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数据共享与功能升级,

可以丰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内涵和管理手段 ,

加强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强制执行力,提高实验

室安全管理效率。 

【年】2021 

【期】01 

 

 

40/50 

【题    名】冷冻复合法处理高盐高有机物废水 

【作    者】杨晖;王锐;付梦晓;江苑菲;史彦卓;郭宝

霞;李彩斌; 

【单    位】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

京市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重点实验室;北京

中持绿色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环境工程学报 

【摘    要】基于水分子冷冻结晶过程中排除杂质

的原理,将重力、微波和离心方法应用于脱除废水中

的有机物和盐。对于配置的初始化学需氧量为 10 0

00 mg·L~(-1),初始盐度为 10 000 mg·L~(-1)的模拟

废水,实验研究了应用冷冻-重力-离心方法 (FGCM)、

冷冻-微波-离心方法 (FMCM)和冷冻-微波-重力-离

心方法 (FMGCM)处理高盐高有机物废水的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FGCM 的去除率最高,但耗时最长;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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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 的去除率最低,但耗时最短;FMGCM 与 FGCM

的去除效率相差不多,同时能够有效地缩短处理时

间;这 3 种方法对有机物的脱除效果均好于对盐分的

脱除效果。 

【基    金】北京市科委 2015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专项课题(Z151100001415007) 

【年】2021 

【期】02 

 

 

41/50 

【题    名】《湖南省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技术

指南(试行)》解读 

【作    者】尹华升;许仕荣;王畅;王晓东; 

【单    位】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 

【文献来源】中国给水排水 

【摘    要】近年来,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在农

村污水处理和城乡黑臭水体治理项目中有着广泛应

用,但由于缺少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技术标

准,不能指导一体化设备的设计、制造、施工及运行

维护,导致一体化设备在应用中出现市场混乱、职责

不清、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给污水治理项目带来重

大风险。为规范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选用,提

高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质量和运行效果,2020 年 7 月,

湖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湖南省生活污水处

理一体化设备技术指南(试行)》。该指南是国内第一

个关于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技术指导文件 ,

对指导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应用具有重大意

义。分析了一体化设备在当前项目应用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对该指南的编制背景、目的、主要内容进行

了解读,以期提高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技术

质量。 

【基    金】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项目(2019SK2111) 

【年】2021 

【期】04 

 

 

42/50 

【题    名】进水以高浓度工业废水为主的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设计 

【作    者】许晓明; 

【单    位】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中国给水排水 

【摘    要】浙江某污水厂进水中含有 70%的工业

废水,具有有机物浓度高、冲击负荷大、乳化油浓度

较高的水质特点,且出水水质要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一级 A 标

准。已建一期工程(2×10~4m~3/d)采用 AAO+高效沉

淀池+滤布滤池工艺处理污水,出水有机物超标严重。

为此,二期扩建工程(2×10~4m~3/d)采用调节池+混凝

气浮组合池+A/O 生化池+高效沉淀池的工艺流程。

设计中增设调节池调节进水水质水量;采用混凝气

浮组合池去除进水中的乳化油,以避免对后续工艺

运行造成干扰;延长生化池停留时间,强化对有机物

的去除,避免在深度处理阶段设置高级氧化工艺,节

省建设、运行费用;气浮污泥采用离心脱水,生物污泥

采用带式脱水机处理。工程试运行期间出水水质稳

定达到设计标准,直接运行成本为 0.56 元/m~3。 

【年】2021 

【期】04 

 

 

43/50 

【题    名】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课程建设思考与实

践——以“环境监测”课程为例 

【作    者】詹亚力;王赫名;陈春茂; 

【单    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院; 

【文献来源】中国大学教学 

【摘    要】在人工智能、虚拟技术、大数据等新技

术日益融入高等教育的新形势下,如何开展课程建

设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课程内容优

选、教学方式改革、课程质量评估和信息化平台建

设四个维度对课程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思考 ,

提出优选课程内容的五项原则,分析大规模开展混

合式教学和建设一体化教学平台的可能性,探讨注

重过程评价的课程考核方式和五位一体评教方式的

思路,并分享环境监测课程建设的实践经验。 

【年】2021 

【期】Z1 

 

 

44/50 

【题    名】中国大气环境治理的新启示——来自

武汉疫情管控期间的自然实验 

【作    者】张衔;王庆龙;秦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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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商学

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 

【文献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摘    要】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企业经济活动和

机动车活动水平明显大幅下降,大部分污染源基本

停止排放,意味着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应该出现优

良天气,但是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严重

雾霾天气,这种反预期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

至怀疑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是否存在失误。根据这种

反预期现象,提出环境污染应当是由流量污染和存

量污染共同决定的猜想。为验证这一猜想,分别假设

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只有流量污染,第二种既有流量

污染又有存量污染,并用武汉疫情管控前后的实际

排放数据模拟得到空气质量状况,寻找雾霾形成的

规律,然后与武汉疫情管控前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

对比,确定反预期现象的原因。实际数据和模拟数据

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假设 1 不符,与假设 2 相符。据

此认为,大气污染是由当期排放的污染与积累的存

量污染共同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量污染

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表明:2007 年被低估 1.64 亿元,

到 2017 年被低估 3.83 亿元;在消散率为 0.05、贴现

率为 0.01 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

别为 6.5 亿元、50.5 亿元和 44.0 亿元,这意味着 200

7—2017 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 44.0 亿元。在消散

率为 0.3、贴现率为 0.1 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

损失的差额分别为 4.6 亿元、10.5 亿元和 5.9 亿元,

这意味着 2007—2017 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 5.9 亿

元。研究发现,长期累积形成的存量污染是一个被忽

视的大气污染源,从而解释了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

低水平经济活动条件下仍然会出现重度大气污染的

经验事实。其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反污染政策需要根

据存量污染的特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设计。 

【基    金】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批准号:2019sq-经济 01) 

【年】2021 

【期】02 

 

 

45/50 

【题    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北方典型河口

湿地生态修复与产业化技术”研究成果简介 

【单    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文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北方典型

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与产业化技术"于 2017 年正式立

项,项目承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单位包括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北京林业大学、

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鲁东大学、滨州学院和盈

峰环境科技集团等.项目负责人白军红教授协同项

目团队成员针对我国黄河口因水沙和水盐失衡、水

质恶化、水文连通和生物连通受阻、生境受损或丧

失、湿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导致湿地严重退化等

突出问题,依托多个省部级以上的试验示范平台, 

【年】2021 

【期】01 

 

 

46/50 

【题    名】高中空生物质活性碳纤维制备及其对

亚甲基蓝的吸附性能 

【作    者】程绿竹;王宗乾;王邓峰;申佳锟;李长龙; 

【单    位】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浙江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纺织学报 

【摘    要】为提高活性碳纤维对有色废水的吸附

效率,以牛角瓜纤维为前驱体,采用磷酸活化、高温炭

化工艺制备了具有高中空结构的活性碳纤维。采用

扫描电镜/能谱仪、红外光谱仪等表征其微观形貌及

化学结构,分析了所制备活性碳纤维对水溶液中亚

甲基蓝的吸附性能与吸附机制。结果表明:牛角瓜活

性碳纤维的平均中空度大于 92%,具有粗糙表面和

发达介孔结构,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分别为 1 244.81

2 m~2/g 和 3.744 nm;活性碳纤维表面富含 O、P 元

素,构成了活性表面;亚甲基蓝溶液(100 mg/L)的饱

和吸附量为198.840 mg/g,该吸附满足准二级动力学

方程,同时符合 Freundlich 模型,以多层吸附为主。 

【基    金】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2020

04a06020055,201903a05020028)； 

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学术科研资助

项目(2020H218)； 

芜湖市科技计划项目(2020yf51)； 

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中青年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

目(gxbj ZD2020075) 

【年】2021 

【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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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 

【题    名】含油污泥热解残渣中热解炭的回收及

应用研究 

【作    者】汤超;熊小伟;蔡文良;李薇; 

【单    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石油石化

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长庆

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 

【文献来源】石油与天然气化工 

【摘    要】通过物理浮选与化学分离相结合的方

式对含油污泥热解残渣进行资源化处理,回收热解

残渣中的热解炭,并将其应用于采油污水的处理与

工业油品的吸附。结果表明:回收的热解炭纯度达到

95.93%,其表面分布着诸多形状不规则的孔隙,孔隙

结构以中孔为主,比表面积、孔隙体积与平均孔径分

别为 454.47 m~2/g,0.61 cm~3/g 和 6.91 nm。同等

条件下,热解炭对采油污水中 COD 和石油类的处理

效果优于活性炭。对于柴油和原油的吸附,热解炭的

初始瞬时吸附速率比活性炭分别快 3.8倍和 1.86倍。

当热解炭达到吸附饱和时,活性炭对柴油和原油的

累积吸附量远低于热解炭。 

【基    金】“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含油污泥与生物质协同催

化热处理特性及产物结构特征研究”(PPC2018004)；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引进基金项目“含

油污泥热解残渣的资源化技术研究”(KRC202002) 

【年】2021 

【期】01 

 

 

48/50 

【题    名】渤海油田钻井废弃物源头减量及资源

化利用研究 

【作    者】方健; 

【单    位】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石油与天然气化工 

【摘    要】渤海油田钻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钻

井废弃物,主要包括废弃钻井岩屑和废弃钻井液。随

着油田开发井的增加,环境隐患、运输和处理处置成

本不断增加。开展了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实验

研究,采用负压微振过滤系统对海洋油田固控系统

中的振动筛筛上物进行源头减量,采用"破胶-离心分

离-臭氧气浮分离-陶瓷膜分离"工艺处理废弃钻井液,

处理后的钻井液可回用配制新的钻井液。结果表明,

入口岩屑含液率在 100%以上,转速在 24 r/min 以内,

滤布目数低于 API160 时,废弃钻井岩屑有很好的脱

水效果,出口的岩屑含液率为 21%～22%,回用配制

新钻井液的净水中油的质量浓度在 10 mg/L 以下。 

【年】2021 

【期】01 

 

 

49/50 

【题    名】Fe_2O_3/TNTs 纳米复合材料的生物合

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作    者】李春晓;黄茹婷;石先阳; 

【单    位】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化工新型材料 

【摘    要】采用 Shewanellaoneidensis MR-1 合成

Fe_2O_3/TNTs 纳米复合材料,通过高分辨透射电子

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仪、X 射线

光电子能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等对 Fe_2O_3

/TNTs 的结构和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Fe_2O_3

成功负载在TiO_2纳米管上;在紫外光照射下,Fe_2O

_3/TNTs 在 60min 内对苯胺蓝的脱色率可达到 97.

5%,表现出较好的光催化活性。Shewanellaoneidensi

s MR-1 协同 Fe_2O_3/TNTs 纳米复合材料对苯胺蓝

脱色率较 So.neidensis MR-1 提高了 1.63%。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8001） 

【年】2021 

【期】02 

 

 

50/50 

【题    名】纳米二氧化锰@还原氧化石墨烯对水

中 Pb（Ⅱ）的吸附性能与吸附机制研究 

【作    者】李静;鲍东杰;田云阁;鲁秀国;刘占孟; 

【单    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华东交通大学土木

建筑学院; 

【文献来源】化工新型材料 

【摘    要】以重金属 Pb(Ⅱ)为目标污染物,制备了

MnO_2@还原氧化石墨烯(MnO_2@RGO)复合吸附

剂。考察了吸附剂投加量、溶液 pH、初始浓度和反

应温度等因素对 Pb(Ⅱ)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MnO_2@RGO 对废水中的 Pb(Ⅱ)吸附效果显著,在 P

b(Ⅱ)浓度 50mg/L,MnO_2@RGO 投加量 0.15g/L,pH

为 6.0,吸附时间 3h 的条件下,吸附量可达到 124.3mg

/g,Pb(Ⅱ)去除率可达到 75%。纳米 MnO_2@RGO 可

用 Langmiur 等温模型和伪二级动力学方程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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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分子层吸附,以化学吸附为主。在 MnO_2@RG

O 吸附剂的 X 射线衍射图谱中出现了 MnO_2 的特

征吸收峰,其附着于 RGO 表面,印证了 MnO_2@RG

O 吸附剂的成功制备。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68018 和 514

68016）；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培养工程资助经费项目资助

（鲍东杰）； 

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15273628） 

【年】2021 

【期】02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1/15 

【题    名】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新能源汽车“绿色悖

论”效应研究 

【作    者】陈振;张康辉;贾书伟; 

【单    位】河南农业大学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运筹与管理 

【摘    要】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为减少机动

车排放污染气体,我国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应鼓励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新能源汽车主要是采用电

作为推动力,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程度。本文运用

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模型,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采用

VENSIM 软件进行仿真模拟,探究产生"绿色悖论"的

原因。动态仿真结果显示,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影响

实施阶段有显著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

边际效用会逐渐降低;新能源汽车总量的上升直接

吞噬甚至超出了其节约的资源,而且带来了停车位

紧张、道路拥挤度上升的不良后果。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901167)；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2019BJJ

038)；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400410051)； 

郑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0RKXF0098) 

【年】2021 

【期】03 

 

 

2/15 

【题    名】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端锂消费的测算 

【作    者】郑林昌;张亚楠;吴锦霞; 

【单    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矿业 

【摘    要】掌握中国新能源汽车锂消费及其未来

变化规律,不仅是新兴关键矿产——锂进行科学管

理的前提,而且对于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也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能源汽车单位车辆储电

量、单位储电量锂消费等测算结果,采用"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的测算思路,对新能源汽车生产端的锂

消费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锂电池生产技术持续

提升,锂电池单位储电量锂消费由 2014 年的 0.166 2

kg/(kW·h)下降到 2019 年的 0.146 3kg/(kW·h);2019

年中国生产新能源汽车消费锂约 8 740t,2012—201

9 年生产新能源汽车累计消费锂 3.15 万 t,其中,生产

纯电动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累计消费锂分别占总

体累计锂消费的 48%、33%和 13%;新能源汽车的锂

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纯电动乘用车的锂消费量已经

超过纯电动客车,新能源汽车领域三元材料电池锂

消费量已经超过磷酸铁锂电池。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产业价值

空间集聚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资助（编

号：20ATJ004）；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新兴产业核心矿种

全产业链调查评价”资助（编号：DD20190676） 

【年】2021 

【期】03 

 

 

3/15 

【题    名】双元创新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

效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 

【作    者】谢雪钰;薛晔; 

【单    位】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管理现代化 

【摘    要】运用 DEA 模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

2015—2019 年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双元创

新视角,选择探索性创新投入、开发性创新投入、政

府补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作为前因

解释变量,通过 fsQCA 方法对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

创新效率的有效路径进行识别,总结归纳为"渐进式

创新主导型"、"开拓式创新主导型"、"双元创新驱动

型"和"政府补贴支持型"四种构型。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17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ZH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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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2020SY489) 

【年】2021 

【期】02 

 

 

4/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电池负极材料的制备与性

能研究 

【作    者】包科杰;路凌然; 

【单    位】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无机盐工业 

【摘    要】采用原位合成法制备了镍-氧化镍/多孔

碳纳米片(Ni-NiO/PCNs)负极材料,对比分析了氯化

钠模板、退火温度和退火时间对负极材料物相组成、

显微形貌和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Ni/PCNs、

Ni-NiO/C和Ni-NiO/PCNs负极材料都主要含有镍和

无定型 C 相,且后 2 种负极材料还含有氧化镍相;30

0℃/4 h 为 Ni-NiO/PCNs 负极材料适宜的退火工艺,

此时 Ni-NiO/PCNs 负极材料中 Ni-NiO 粒子分散性

较好且保持着三维片层结构,平均尺寸约为 27 nm,N

i-NiO 实现了对无定型 C 的包裹;退火时间过长(6 h)

会使得镍粒子过氧化且发生团聚,而温度过高(400℃)

会使得粒子以团聚为主,三维片层状结构消失。电流

密度为 1 A/g、循环 5 000 圈后 Ni-NiO/PCNs 负极

材料的放电比容量为 235 m A·h/g,此时的放电比容

量约为首圈放电比容量的 83.93%;Ni-NiO/C 和 Ni/P

CNs 负极材料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以及循环 5 000

圈后的放电比容量和容量保持率都明显低于Ni-NiO

/PCNs 负极材料,Ni-NiO/PCNs 负极材料具有更好的

循环稳定性,这主要与其具有独特的多孔三维片层

结构有关。 

【基    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CFB1

92） 

【年】2021 

【期】03 

 

 

5/15 

【题    名】阶梯式补贴与企业的策略反应——基

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分析 

【作    者】陈洲;陈钊;陈诗一; 

【单    位】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安徽大学; 

【文献来源】经济学动态 

【摘    要】基于产品属性的阶梯式补贴(或税收)是

国内常用的政策形式,在推广节能家电和汽车减排

方面有过重要应用,但是鲜有文献研究此类政策对

产品的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基于续驶里

程提供阶梯式补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本

文利用车型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这种补贴是

否可能导致企业为了延长续驶里程而牺牲车辆的其

他性能指标。以 2018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

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我们发现续驶里程刚好超过 2

00 公里补贴门槛的车型出现了整备质量、电动机功

率显著下降的现象,并且其动力性能(最高车速)和能

量利用效率(能耗车重比)也同时恶化。而且,这类车

型所获得的政策补贴也较为可观。本文为全面评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

未来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实证依据 ,

也从政策细节入手丰富和拓展了产业政策相关研究。 

【基    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企

业竞争力：研发激励与政策评估”(17JJD790004)资助 

【年】2021 

【期】02 

 

 

6/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电驱和电机测试台架系统

设计与应用 

【作    者】王家校; 

【单    位】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电气传动 

【摘    要】针对新能源汽车车用驱动器及动力电

机系统测试的要求,首先对车用永磁同步电机动态

特性进行分析,并根据电机驱动器、电机的特点和测

试要求进行台架测试系统设计,最后搭建一套完整

的台架测试系统进行驱动器和电机的测试与完善。

试验结果表明,所设计开发的台架测试系统平台能

够稳定可靠运行,满足驱动器厂和电机厂的性能、可

靠性和极限的测试需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车用

动力系统开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年】2021 

【期】04 

 

 

7/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机械结构的探讨研究——

评《新能源汽车结构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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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真忠; 

【单    位】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汽车工程系; 

【文献来源】有色金属(冶炼部分) 

【摘    要】<正>"新能源"是化解人类文明延续危

机的重要手段,具体到"新能源汽车"这一工业产物上,

"新能源"被演化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技术概念,而非单

纯的物质概念和能量概念。一方面,"新能源"仍然属

于能源范畴,它具有物理意义上的"物质形态"和化学

意义上的"能量转换"特征,如潮汐能、生物能等新能

源,在广义的能源范畴内与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本

质相近。但另一方面,"新能源"具备更高的科技优势

禀赋,将风能、水能、潮汐能及生物能等新能源转化

为电能,从而摆脱了不可再生能源的制约。 

【年】2021 

【期】02 

 

 

8/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双积分”政策影响的阶段

性特征——经营与环境双重绩效视角 

【作    者】李旭;熊勇清; 

【单    位】中南大学商学院; 

【文献来源】资源科学 

【摘    要】"双积分"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经营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同步增长。以中国新

能源乘用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双积

分"政策划分为酝酿期(2014—2016 年)和实施期(201

7—2018 年),从显著性、敏捷性和稳定性 3 个维度,分

析了"双积分"政策影响下新能源车企经营绩效与环

境绩效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双积分"政策

在酝酿期便提前释放出了积极作用,环境绩效增长

更显著、更稳定,经营绩效政策响应更敏捷;②"双积

分"政策在实施期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增强,经营绩效

增长更显著,环境绩效政策响应更敏捷,增长也更稳

定。政策制定者在完善和优化"双积分"政策时要善

于利用政策信号释放机制,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双积

分"政策的适应性、覆盖面和精准度,把握好政策实施

和执行的节奏和力度。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4208） 

【年】2021 

【期】01 

 

 

 

9/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低频振动噪声传递路径模

拟方法 

【作    者】洪亮;严世榕; 

【单    位】福建工程学院;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学院; 

【文献来源】计算机仿真 

【摘    要】针对新能源汽车低频噪声分布规律具

有复杂性,造成噪声传递路径模拟难度加大等问题,

提出新能源汽车低频振动噪声传递路径模拟方法。

定义声阻与声抗以明确材料声学特征,以此为基础

建立新能源汽车低频振动方程。分析低频振动噪声

传递路径,使用力锤激励法测量传递函数,同时采用

悬置刚度方法测量激励力,分析噪声激励响应,并修

正噪声响应系数。计算有效点导纳,分别获取每个噪

声在对应传递路径上的贡献量,确定噪声分布规律,

实现噪声传递路径模拟。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噪

声估计精准度高,模拟时间短,模拟准确率高,能够为

汽车降噪提供重要参考。 

【基    金】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

目(JAT190421)； 

福建省经信委技术创新项目(GY-Z17064)； 

福州市经信委产学合作项目(GY-Z17143) 

【年】2021 

【期】01 

 

 

10/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用镁合金的挤压

工艺优化 

【作    者】王双林;赵智忠; 

【单    位】辽宁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河北工业

大学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国家重点实

验室; 

【文献来源】热加工工艺 

【摘    要】采用不同的挤压温度、挤压速度和挤

压比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用 Mg-4Al-0.5Sn-0.1Ti

镁合金试样进行了挤压成型试验,并进行了冲击吸

收能和腐蚀电位的测试与分析。结果表明:与 300℃

挤压温度相比,360℃挤压温度下试样的冲击吸收能

增大了 71.42%,腐蚀电位正移了 33 m V;与 1 m/mi

n 挤压速度相比,4 m/min 挤压速度下的冲击吸收能

增大了 63.64%,腐蚀电位正移了 79 m V;与 12 挤压

比相比,18 挤压比下的冲击吸收能增大了 33.33%,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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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电位正移了 55 m V。优化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托

盘用 Mg-4Al-0.5Sn-0.1Ti 镁合金的挤压工艺参数为:

挤压温度 360℃、挤压速度 4m/min、挤压比 18。 

【基    金】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E20172

02035) 

【年】2021 

【期】07 

 

 

11/15 

【题    名】知识互溢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功

能演化 GERT 网络模型研究 

【作    者】郭本海;彭莹;薛会娟; 

【单    位】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 

【摘    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具有资金与技术密

集、知识自发溢出等特点,其功能提升与发挥程度决

定产业发展质量。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竞

争力和整体水平,关键在于促使创新价值增值最大

化,充分发挥产业链功能。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发展现状,构建基于创新价值流动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功能演化GERT网络模型,以知识互溢为视角,

设计未进行知识互溢、初步知识互溢和充分知识互

溢 3 种仿真情境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知识互溢

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创新价值增值,提高价值转移

概率,充分知识互溢对提升原材料、电池、电机等产

业链核心环节功能意义重大。因此,相关部门应精准

施策,在发展分散式充电桩、增加"三电"环节资金和

人才投入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4200,716

73119,71573120,71601171) 

【年】2021 

【期】02 

 

 

12/15 

【题    名】新能源汽车用稀土储氢合金的相结构

与性能研究 

【作    者】梁丽萍;张路;曾志伟; 

【单    位】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太原理工大学电气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稀土 

【摘    要】采用真空感应熔炼的方法制备了 La_

(0.65)Er_(0.15)Mg_(0.20)Ni_(3.3)储氢合金,研究了

铸态和退火态(950℃×6 h～24 h)La_(0.65)Er_(0.15)

Mg_(0.20)Ni_(3.3)储氢合金组织结构和电化学性能。

结果表明,相较于铸态 La_(0.65)Er_(0.15)Mg_(0.20)

Ni_(3.3)储氢合金,热处理后 La_(0.65)Er_(0.15)Mg_

(0.20)Ni_(3.3)储氢合金中 Gd_2Co_7 型 A_2B_7 相

增多,且退火时间越长,则 A_2B_7 相含量越高;950℃

下延长退火时间,La_(0.65)Er_(0.15)Mg_(0.20)Ni_(3.

3)储氢合金的晶格应变逐渐减小,N_a、C_(max)、S_

(100)和 S_(200)不断增大,退火时间 24 h 试样的 S_

(100)和 S_(200)分别相较铸态储氢合金电极提高 12.

83%和 36.31%;950℃/24 h 退火 La_(0.65)Er_(0.15)

Mg_(0.20)Ni_(3.3)储氢合金具有 A_2B_7 单相结构,

具有相对其它试样更好的抗粉化能力、抗氧化性和

抗非晶化能力,S_(100)和 S_(200)达到 88.8%和 71.

7%、0.2 C 电流密度下 C_(max)达到 383 mAh/g。 

【基    金】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01D12

1056)； 

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2018109)； 

山西省职业教育(汽车制造)紧缺领域教师技能技艺

传承创新平台资助 

【年】2021 

【期】01 

 

 

13/15 

【题    名】财税支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

效率的效应分析 

【作    者】孙健夫;贺佳; 

【单    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软科学 

【摘    要】运用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出新

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效率,再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

型并引入特征变量实证研究财税支持政策对研发效

率的效应。研究表明,财税支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

业的研发效率具有两种效应:一是促进效应,整体来

看,财税支持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效

率的提高;二是选择效应,财税支持政策对研发效率

的促进效应受企业所有权性质、所在产业链位置、

所在地理位置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研发效率的提高,政府部门应加大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优惠力度,减少企业所得税低税率优惠和

财政补贴力度;财税支持政策应该更加精准;鼓励非

国有企业加强技术人才的储备。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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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50

010) 

【年】2021 

【期】01 

 

 

14/15 

【题    名】双积分制下考虑消费者偏好的二级汽

车供应链生产与定价问题研究 

【作    者】唐金环;杨芳;徐家旺;赵礼强; 

【单    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工业工程与管理 

【摘    要】针对一个同时生产新能源汽车与燃油

车的制造商和两个分别销售两类汽车的零售商组成

的二级汽车供应链,将政府实施的双积分制与拉动

市场需求的消费者偏好纳入到供应链收益模型的构

建中,运用斯坦伯格博弈理论求得独立与合作决策

模式下制造商、零售商的最优生产与定价策略,并从

积分价格、消费者偏好、积分办法调整等角度对模

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结

果表明:采取合作决策模式对汽车供应链的整体收

益更加有利;积分价格的变化不但影响汽车供应链

的收益,还会影响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燃油车和

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办法的调整对新能源汽车扩散

至关重要。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70211

2）；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7YJA630139）； 

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SC19006

Q）；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19CGL008） 

【年】2021 

【期】01 

 

 

15/15 

【题    名】电动汽车高速减速器润滑仿真分析与

试验 

【作    者】傅志红;郭鹏程;刘祥环; 

【单    位】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株洲齿轮有限

责任公司; 

【文献来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摘    要】为研究新能源汽车高速减速器的润滑

情况,以某款电动汽车高速减速器为研究对象,基于

移动粒子半隐式法对减速器内的油流进行了数值模

拟。研究了油位、转速对减速器润滑的影响规律。分

析得知:油位越高,减速器的润滑效果越好;低转速时,

转速越高,减速器润滑效果越好,超过 5 000 r/min 后

润滑效果随转速的变化较小。为验证仿真结果的准

确性,进行了台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仿真与试验结

果有较好的一致性,证明该仿真模型对高速减速器

润滑系统设计有较好的指导性。 

【基    金】新能源汽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8Y

FB0104901) 

【年】2021 

【期】01 

汽车服务工程 

1/7 

【题    名】面向汽车业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模式

与技术 

【作    者】吴钢;潘雪伟;朱卫东;阎睿雄;林云松;包

钰光;明新国; 

【单    位】上汽大通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机械设计与研究 

【摘    要】数字时代背景下,企业同消费者的交互

渠道更加丰富,碎片化、个性化的价值需求进一步推

动着企业商业模式、生产组织、生产技术的革新。传

统的汽车业价值链模式与技术已难以支撑大规模个

性化需求的敏捷响应。本文结合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与实证研究,提出了面向汽车业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的 C2B 商业模式与前端后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显著提升了验证企业订单量与用户粘性,引领支撑

我国汽车业转型升级。 

【基    金】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助(2017-GY

HLW-01011) 

【年】2021 

【期】01 

 

 

2/7 

【题    名】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下的主辅联合市

场均衡分析 

【作    者】魏震波;田轲;罗筱均;方涛; 

【单    位】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国网四川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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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 

【文献来源】电力建设 

【摘    要】深度挖掘市场化背景下典型灵活性资

源——电动汽车聚合商的能力与价值,是实现未来

电网高效运行与电动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文章以电动汽车聚合商为对象,通过主辅联合市场

模拟分析,对其市场运营能力进行探索。首先,建立了

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下的电能量市场和调频辅助服

务市场交易框架,对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市场方式

及各市场主体的成本进行分析。接着,基于寡头竞争

的博弈均衡理论,建立了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下的

能量和调频市场多时段均衡模型。最后,应用非线性

互补方法对均衡模型进行求解,并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对所提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校验。结果表

明,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主辅市场竞争后,对负荷及

有功电价均有"削峰填谷"的作用;系统上、下调频容

量电价均有所下降,且下调频容量电价下降更为明

显;系统调频服务购买成本有所降低,且整日用户利

润和社会福利均将增加。文章可为未来市场规划及

电动汽车聚合商运营提供参考。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07125)~~ 

【年】2021 

【期】02 

 

 

3/7 

【题    名】基于两阶段优化模型的电动汽车充电

站放电策略 

【作    者】胡继匀;杨镜非;傅长熠; 

【单    位】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智慧电力 

【摘    要】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合理制定其充放

电策略,实现主动配电网和充电站的双赢成为电动

汽车负荷并网的研究重点,为此提出一种充电站充

放电计划的两阶段优化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主

动配电网和充电站双方的利益,并计及了电动汽车

实际负荷与预测负荷不符的情况。在日前优化阶段,

以成本分析为基础,采用 Nash 谈判法求解配电网和

充电站的多目标优化,利用Karush-Kuhn-Tucker条件

表示 Pareto 前沿。在日内优化阶段,在不改变日前优

化确定的充放电计划基础上,根据实时负荷,采用 Q-l

earning 算法,进行充电站充电服务优化。最后构建配

电网系统算例,对提出的优化模型进行仿真,验证了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YF

B1503000）~~ 

【年】2021 

【期】01 

 

 

4/7 

【题    名】汽车共享背景下城市居民购车意愿影

响因素分析 

【作    者】张荣花;关宏志;赵磊;朱海燕; 

【单    位】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交通工程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文献来源】科学技术与工程 

【摘    要】汽车共享以其分时租赁、移动便捷支

付等优势,逐渐成为可供城市居民选择的中短途自

驾出行方式。为了探究汽车共享服务的存在对城市

居民购车意愿的影响,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框架,

引入政策制度支持和汽车共享服务品质建立了可描

述城市居民购车行为意愿的实证模型,并依据受访

者居住城市类型及家庭有无购车进行分组,深入探

讨各主观因素对城市居民购车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

度。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制度支持对接受态度的正向

促进作用最强烈,接受态度、服务品质会对居民放弃

或推迟购车的意愿产生显著促进影响,而感知有用

性会产生抑制作用。其中,一线城市群体及未购车群

体的购车意愿更容易受到汽车共享服务品质的影响,

而非一线城市群体及已购车群体的购车意愿受汽车

共享服务感知易用性和政策制度支持的影响更明显。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71005)；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8202003) 

【年】2021 

【期】02 

 

 

5/7 

【题    名】汽车零部件铁路物流供应链发展对策 

【作    者】王勇; 

【单    位】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开发

部; 

【文献来源】铁道运输与经济 

【摘    要】汽车零部件处于汽车产业链的上游,优

化汽车零部件铁路物流供应链,对降低汽车制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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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流成本、提升物流链保障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在分析我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发展现状的基础

上,针对汽车零部件铁路物流供应链竞争优势不明

显,信息化、运输装备存在局限性,亟待完善升级等突

出问题,从优化供应链发展方式、构建供应链管理信

息集成平台、升级现代化物流运输装备、提升物流

供应链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出降低汽车零部件铁

路物流供应链成本的发展对策,进一步扩大铁路市

场份额,提升铁路物流供应链发展水平。 

【基    金】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研究开发计划课

题(N2018J022) 

【年】2021 

【期】01 

 

 

6/7 

【题    名】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调频备用的调度

方法与收益分成机制 

【作    者】吴洲洋;艾欣;胡俊杰; 

【单    位】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北

电力大学); 

【文献来源】电网技术 

【摘    要】针对电动汽车聚合商参与电网调频的

调度与用户结算问题,提出了结合日前电量/备用优

化、实时功率分配、聚合商与用户收益分成 3 个部

分的运行框架。通过提出基于充电需求的裕度评估

并将其作为核心参数,在日前阶段降低了充电/调频

双重变量的复杂性,能够在日前联合优化充电电量

和备用容量;并在实时功率调度,和各用户的调频贡

献结算这 2 个过程中解耦充电功率和调频功率,实现

快速求解、公平分配,并确保用户的充电需求得以满

足。仿真验证了所提框架,并为了鼓励电动汽车用户

参与,设计了 2 种不同参与程度的合约机制,展示并

比较了用户视角下 2 种合约的充电情况和收益情况,

证明了所提框架能够满足充电和调频的需求,并给

用户带来收益。 

【基    金】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Z201100006

820106)；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31820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51877078)~~ 

【年】2021 

【期】03 

 

 

7/7 

【题    名】基于改进免疫克隆选择算法的电动汽

车充电站选址定容方法 

【作    者】吴雨;王育飞;张宇;薛花;米阳; 

【单    位】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国网上海

电力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电力系统自动化 

【摘    要】随着电动汽车渗透率的提高,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应更加科学、合理,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免疫

克隆选择算法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定容方法。首

先,分析充电站的容量、位置和服务范围之间的关系,

以充电站的覆盖率和重合度、规划区域内的功率以

及充电站的充电功率为约束条件,建立以充电站年

总成本最小为目标的充电站选址定容模型。然后,提

出一种抗体间亲和力的计算方法以及多项式变异对

免疫克隆选择算法进行改进,使其更适用于电动汽

车充电站选址定容模型的寻优迭代求解。最后,利用

MATLAB 进行算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

有效性。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187315

9）；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资助项目（19DZ2204700）

~~ 

【年】2021 

【期】07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 

【题    名】利用 CAD 模型的不完全扫描 CT 图像

重建 

【作    者】余浩松;邹永宁;张智斌;姚功杰;周日峰; 

【单    位】重庆大学工业 CT 无损检测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光学学报 

【摘    要】工业计算机断层成像(CT)扫描大尺寸

和高密度工件时,会出现穿不透、扫描角度有限导致

的投影数据不完备、重建伪影严重等问题。基于此,

提出一种将工件的 CAD 设计模型作为先验知识,来

实现该类对象的有限角 CT 重建优质图像的方法。

由工件 CT 扫描的断层位置计算 CAD 模型对应的分

层位置,并得到模型的像素截面;根据 CT 系统 X 射

线能量和模型中各部分材质,确定和生成一幅衰减

系数图像,并将其配准到一幅零灰度图像中,得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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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图像;最后对扫描投影数据进行 SART+TVM+PRI

OR 算法重建,得到重建图像。仿真实验和实际工件

扫描实验的结果显示,加入先验图像后重建的图像

质量要远远优于未加入先验图像的重建结果,边缘

结构更加清晰,并极大地减少了伪影。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827809) 

【年】2021 

【期】06 

 

 

2/9 

【题    名】“互联网+”AR 技术、AutoCAD 与机械

制图理论结合的课程教学改革——评《现代工程图

学》 

【作    者】高朋;卓越; 

【单    位】九江学院; 

【文献来源】机械设计 

【摘    要】<正>机械制图是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

和近机械类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既有理论

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机械制图研究绘制和阅读工

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在工程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AutoCAD 计算机绘图是利用计算

机对数值进行处理、计算,从而生成所需的图形信息,

并控制图形设备输出图形,以实现图形和数值之间

的转换。AutoCAD 具有强大的图形绘制功能、图形

编辑功能和图形输出功能,绘图效率高、绘图准确度

好、绘图强度低,已经代替大部分的手工绘图工作,帮

助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从设计到绘图的一系列工作。 

【基    金】江西省教学改革项目（JXJG-19-17-8）； 

九江学院教学改革重点项目（XJJGZD-19-05） 

【年】2021 

【期】03 

 

 

3/9 

【题    名】基于激光扫描反射式三维视觉的室内

场景 CAD 模型研究 

【作    者】牛优雅; 

【单    位】郑州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激光杂志 

【摘    要】针对常规模型在配准过程中所需迭代

次数过多的问题,提出基于激光扫描反射式三维视

觉的室内场景 CAD 模型研究。获取原始图像空间分

布情况,分析场景特征,利用金字塔分层结构,建立高

斯差分尺度空间,得到匹配数据,利用池化层提取语

义信息,完成基于激光扫描反射式三维视觉的室内

场景 CAD 模型的建立。设计实验,将所建立模型与

三种常规模型对比,对比结果证实,所构建模型在配

准过程中所需的迭代次数更少,能够有效缩短迭代

时长,提高效率。 

【基    金】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1823004

10233) 

【年】2021 

【期】02 

 

 

4/9 

【题    名】传统美术图案在塑料产品装饰上的应

用——评《塑料模具设计基础及项目实践》 

【作    者】刘剑雯; 

【单    位】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教育和体育局教

科研中心; 

【文献来源】塑料科技 

【摘    要】<正>书名:塑料模具设计基础及项目实

践作者:褚建忠、黄志高、甘辉著出版社:浙江大学出

版 ISBN:9787308137706 出版时间:2015 年 2 月定价:

48.0元现如今塑料包装设计趋于国际化,传统图案元

素作为各民族特色的高度凝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淀了大量

传统文化元素,如水墨山水、汉字书法、吉祥纹样等,

对产品装饰设计产生深远影响。 

【年】2021 

【期】02 

 

 

5/9 

【题    名】桥面铺装用环氧树脂沥青混凝土细微

观结构的低温性能研究 

【作    者】蒋梦雅;闵召辉;刘颀楠;王琛艳;杜梦薇; 

【单    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工程学院;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文献来源】公路工程 

【摘    要】以桥面铺装用的水泥乳化环氧树脂沥

青(CAE)混凝土为研究对象,对环氧树脂沥青混凝土

细微观结构的低温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 C

AE 微结构中,环氧树脂和沥青均形成网络结构,且形

成相互穿插的网络结构;水泥颗粒连接沥青和环氧

树脂,起连接介质作用。CAE 胶结固化后,会构成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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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其中,不发生化学反应的界面为沥青环氧树脂、

水泥沥青界面,其界面粘结作用包括机械啮合、物理

吸附等;环氧树脂和水泥界面间粘结主要为水化产

物 Ca2~+的化学键合及水性环氧树脂中酯基水解产

生羧基,环氧树脂含有大量极性基团,在水泥颗粒表

面紧密吸附,环氧树脂和水泥界面粘结强度较高。 

【基    金】2019 年度江苏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2

019ZD078)； 

2019 年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创新项目(JYSC

Z19-11)； 

2018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

8YFB1600100) 

【年】2021 

【期】01 

 

 

6/9 

【题    名】机械设计课程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

——评《计算机三维机械设计基础》 

【作    者】殷越; 

【单    位】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机械设计 

【摘    要】<正>书名:计算机三维机械设计基础作

者:张瑞亮 ISBN:9787118086843 出版社:国防工业出

版社出版时间:2013 年 3 月定价:38.00 元近年来,在

计算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计算机辅助设

计技术得以不断发展和成熟,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

可以充分展现产品的外形、色彩、结构等,不仅在诸

如汽车、航天等领域得到推广,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

了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与变革。计算机辅助设计技

术凭借可靠的数据计算能力和强大的图形处理分析

能力,依托绘图软件,能帮助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对工

程产品开展分析、设计,进一步设计出满足实际需求

的工程零件,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传统机械设计

通常采用人工手绘方式进行图样设计,而应用计算

机辅助设计技术后,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产品的设

计精度,还可以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进而促进机械

制造企业制造出更高效、可靠的产品。 

【年】2021 

【期】02 

 

 

7/9 

【题    名】不锈钢模具微小孔钻削加工参数优化 

【作    者】樊瑞军;关志伟;孙翠香; 

【单    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摘    要】为满足不锈钢模具微小孔钻削稳定,高

效,精密的加工要求。针对模具微小孔钻孔过程中出

现的排屑困难、钻头易折断、微小孔精度低、毛刺

多、钻孔效率低、钻孔数量不稳定等技术难点,制定

合理的加工工艺。通过设计正交实验,在实际生产中

采集不锈钢微小孔钻削加工参数,利用正交实验分

析法获得最优的参数组合。使用优化后的钻削加工

参数进行不锈钢的微小孔加工,提高了加工稳定性,

大幅提升了加工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不锈钢微小

孔钻削加工参数对其他类型材料的微小孔钻削加工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    金】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17ZXRGGX000

70)； 

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15211029) 

【年】2021 

【期】02 

 

 

8/9 

【题    名】大规格镁合金环形件新型挤压成形工

艺及模具设计 

【作    者】刘杰;赵熹;郭拉凤;高明;刘正然;张博循; 

【单    位】中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工业

复杂构件挤压成形技术创新中心; 

【文献来源】锻压技术 

【摘    要】针对传统工艺难以制备大规格镁合金

薄壁环形件的情况,提出了一种曲母线通道连续翻

转挤压成形新工艺。根据成形过程中的金属流动特

性,为了避免坯料出现翘曲情况,制定了多次翻转成

形工艺方案;采用主应力法对新型工艺进行力学解

析;采用 Deform 有限元软件开展数值模拟,对成形力

公式进行验证;通过正交实验,并基于变形均匀性评

价因子,对成形工艺参数及模具结构参数进行优化。

结果表明:考虑成形件的结构尺寸及新型工艺允许

的单次变形量,确定坯料需要进行 4 次翻转挤压,推

导出以内凹模锥度角 α 为自变量的扩径力公式及最

大压力公式,并以 α 为 20°、23°和 25°为例,与 Defor

m 有限元模拟结果进行对比验证,误差在 10%之内。

最终得到新型挤压成形工艺参数为:挤压速度为1 m

m·s~(-1)、内凹模锥度角为 23°,并对所提出的新型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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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成形工艺进行了模具设计,为实现大规格镁合金

薄壁环形件的短流程、低成本制造开辟了新的途径。 

【基    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19ZX04022

001-004) 

【年】2021 

【期】02 

 

 

9/9 

【题    名】高职机械制图 CAD 专业课程教育改革

分析——评《机械制图》 

【作    者】王凤丽; 

【单    位】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机械设计 

【摘    要】<正>近几年我国的教育中心逐渐偏向

高职院校,CAD 课程作为高职院校机械制图与自动

化专业的重要课程在教育方面进行改革能够促进学

生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更加适应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单位的用人需求。《机械制图》作

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在 2

010 年第 6 版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

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制订的《普通高等院

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使用《机械制图》

第 6 版的任课教师的反馈意见、当前与《机械制图》

有关的新国家标准及本课程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修

订而成的。 

【年】2021 

【期】01 

人物形象设计 

1/10 

【题    名】现代设计的符号规训与身体反抗——

以奥斯卡·施莱默舞台剧几何化人物形象设计为中

心 

【作    者】彭肜;秦瑾; 

【单    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从绘画到设计,奥斯卡·施莱默擅长通过

几何化的身体形象来进行创作。施莱默在包豪斯期

间的艺术创作与设计实践表明,他对设计现代性中

符号规训与身体反抗这一永恒的矛盾性张力有着深

刻的前瞻性与洞察力。通过舞台剧几何化人物形象

设计,施莱默不仅刷新了 20 世纪欧洲舞台剧的视觉

面貌与话语方式,而且为我们探索现代设计的基本

属性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9YJA7600

46)； 

四川大学创新火花库项目(2018hhs-63) 

【年】2021 

【期】02 

 

 

2/10 

【题    名】电影中皮革服装艺术表现形式——评

《人物服装造型设计实训教材》 

【作    者】陈凤启; 

【单    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皮革科学与工程 

【摘    要】<正>《人物服装造型设计实训教材》

一书是由王笠君、黄宇洁编著,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联合出版。本书在编著的过程中从四个部分针对

人物服装造型设计展开介绍,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

针对服装基本功能、风格样式、结构特征以及材料

与色彩等系统知识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为从事人物

形象设计的专业学习者和爱好者提供了综合运用的

专业知识,同时也为戏剧以及影视传媒等方面的任

务形象设计提供了服务。 

【年】2021 

【期】02 

 

 

3/10 

【题    名】食品包装动画元素在网页设计中的应

用 

【作    者】熊琳; 

【单    位】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业 

【摘    要】<正>食品包装中动画元素是现代商业

文化与视觉艺术的重要呈现,其与网页的视觉设计

存在一定的契合度。通过食品包装动画元素与网页

设计的跨界融合,有助于不断提升网页设计的趣味

性与体验性,为网页增添更多的魅力。一,食品包装动

画元素在网页 VI 设计中的应用。在网页的 VI 设计

中,可提取食品包装中具有创意性的动画元素作为

网页的标识形象,以此来提升网页设计的标志性与

趣味性,构建具有趣味性的网页设计。 

【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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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03 

 

 

4/10 

【题    名】影像视域下的戏曲人物形象塑造 

【作    者】蒋文华;杨健; 

【单    位】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浙江卫视战略发

展中心; 

【文献来源】电影文学 

【摘    要】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戏曲

文化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标示中国文化符号

的同时也不断输出"中国式"审美标准及价值观。使

用传统戏曲元素进行创作的样例屡见不鲜,虽有一

定成绩,但仍有精进空间。本文将戏剧的"虚实相生"

置于艺术创作和形象思维的影像视域下予以审视 ,

并探讨先入的戏曲人物形象塑造、写意的脸谱与服

装设计、"戏曲动作"三个方面对电影人物设计的影

响。在艺术的融合中,戏曲元素是一个可供发掘的巨

大财富,为后期电影创作储备了大量的素材。 

【基    金】教育部国家语委科研规划专项项目“中

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语言方言文化调查·山西大同”

(项目编号:YB1824A005)； 

大同市科技局平台项目“大同地方戏数据库平台建

设”(项目编号:2017106)；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北部晋方言语音的

传播性研究”(项目编号:2020YJ137) 

【年】2021 

【期】06 

 

 

5/10 

【题    名】语文阅读教学中“文本悟读”的课堂实

现 

【作    者】马进;邵燕娜; 

【单    位】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宁波福山

正达外国语学校; 

【文献来源】教学与管理 

【摘    要】"文本悟读"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能力,

主要分为基础性悟读、感知性悟读、理解性悟读和

思辨性悟读。在小学阅读教学中,语文教师应关注学

生悟读能力,帮助学生生命成长。在课堂实现上,可从

三个层面增强学生悟读能力:创设符合文本的情境,

以"画面"的呈现触发悟读;设计层层递进的问题,以"

勾连"的发问深入悟读;置入诗情交融的声乐,以"诗

美"的声情苴补悟读。 

【基    金】浙江省教育信息化评价与应用研究中

心 2020 年度教科研立项课题“共栖与共生：学习型

共同体视域下TDS校本化培训实践研究”（Tds2009）

的研究成果 

【年】2021 

【期】08 

 

 

6/10 

【题    名】文化创意设计及视觉传播途径探究—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管窥 

【作    者】赵媛; 

【单    位】内蒙古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戏剧文学 

【摘    要】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是发生在内蒙

古草原上的真实事件,55 年后,内蒙古艺术学院把这

个典型故事搬到舞剧舞台,精心打造了一部原创大

型民族舞剧,2019 年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之后,根据《草原英雄小姐

妹》产生的相关文创设计是为了建立舞剧经典品牌

形象,深入挖掘蒙古族民族元素进行再设计。它以可

视的艺术形式也就是依托舞剧为基础,通过民族舞

剧造型活动进行符号提炼与加工,从而传递特定的

信息,可以更好地弘扬时代精神,传播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精神,让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推广扮演好"民族

精神及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一角色。 

【年】2021 

【期】03 

 

 

7/10 

【题    名】在真实的戏剧活动中探究——九年级

下册第五单元设计与实践 

【作    者】朱苏兰; 

【单    位】江苏省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文献来源】语文建设 

【摘    要】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活动·探究"重在

语文实践。戏剧内容的"活动·探究",应该在真实的戏

剧活动中,以任务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去探

究发现,了解戏剧,提升关键能力。在"校园戏剧节"中,

"导演说戏""我就想演这一个""剧本回头看"这组紧

密关联的任务驱动了学生主动读剧本、析人物、品

语言,实现了戏剧教学的审美价值和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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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1 

【期】05 

 

 

8/10 

【题    名】动画电影英雄形象塑造中外差异对比

分析 

【作    者】郭羽宁; 

【单    位】长春财经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文献来源】电影文学 

【摘    要】不同国家的文化渊源、民族身份和价

值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体现,并影响电

影动画中人物和剧情的形成。本文分析了动画电影

中角色形象的设计及其创作过程,探讨了角色形象

设计与戏剧的关系,并讨论了美国动画与国产动画

中英雄形象的塑造特点。本文以《人猿泰山》《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为例,分析了两部动画电影的创作过

程,探索出中美在动画角色的概念表达和推广上存

在的差异,并总结出中外动画、文化和风格之间的差

异。 

【年】2021 

【期】03 

 

 

9/10 

【题    名】戏剧舞台服装与妆容造型设计表现 

【作    者】赵雨琪; 

【单    位】河南大学音乐学院; 

【文献来源】棉纺织技术 

【摘    要】<正>戏剧舞台上,观众主要靠演员所穿

服装与所化妆容造型分辨剧中角色,所以舞台服装

与妆容造型设计表现对戏剧演出成功与否有很大影

响。每个演员所着服装和妆容造型是根据剧中角色

人物性格、年龄阶段、身份地位来决定的,出彩的服

装造型和与妆容设计可让观众第一时间记住相关角

色,提高戏剧观看效果。本文将结合《舞台服饰造型

艺术》一书,分析服装与妆容造型在戏剧舞台中的现

实意义,从戏剧舞台审美视角探索服装与妆容造型

的设计表现。 

【年】2021 

【期】01 

 

 

 

10/10 

【题    名】服装色彩在影像艺术中的视觉表现 

【作    者】朱新亚; 

【单    位】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文献来源】棉纺织技术 

【摘    要】<正>摄影和录像合称为影像艺术,是当

今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艺术形式,不仅对大众工

作、学习产生深远影响,还对丰富人们日常娱乐活动

有促进意义。在人们娱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影

视作品作为该艺术表现形式,是可间接展现影像艺

术魅力的途径之一。优良影视作品不但能起到娱乐

大众的作用,还可丰富观众的精神世界;而服饰色彩

虽只是整个色彩理念体系中的其中一个分支,却在

影视作品中起到强烈视觉效果。换言之, 

【年】2021 

【期】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