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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高函〔2015〕133 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广东省

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5〕

33 号）的安排，省教育厅组织了 2015 年我省本科高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项目推荐工

作。经学校遴选、公示及推荐、省教育厅审核，现将 2015

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情况

确定立项建设 180 个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67 个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03 部精品教材、190 个教学团队、79

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50 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43 项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5 个试点学院、4 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62 个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26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



联系人：李成军，联系电话：020-37629463；传真：

020-37627963。

附件：2015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建设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7 月 17 日



地、14 个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300 门精品开放课程（61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239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22 项自主特

色项目（项目详细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管理

（一）本次公布立项项目仅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

学校校内结题并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验收及建设成果评定

后，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

（二）建设项目的日常管理委托学校项目主管部门负责，

为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请各校按照要求进行项目实施

前论证，并根据项目拟结项时间统筹安排中期检查、校内结

题验收等工作。各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将作为学

校下一年度项目立项额度的参考依据。

（三）项目的名称、建设内容、建设周期、主要负责人

或建设成果发生重大变更的，需由学校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

正式来函说明原因。

三、其他事项

（一）2015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

目，学校须将相关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立项材料妥善保存，

留底备查。

（二）项目由各校统筹本校“创新强校工程”资金及自

有资金予以资助，各校在项目建设、管理和应用推广方面的

优秀经验做法，请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教学团队立项名单
顺序 学校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拟结项时间 项目负责人
17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教学团队 电子信息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 2017年9月 李克勤
17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教学团队 机械基础课群教学团队 2018年6月 焦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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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开放课程立项名单
顺序 学校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拟结项时间 项目负责人

26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精品视频公开课 通信原理 2017年12月 喻武龙

26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 工程力学 2018年6月 秦雪梅

26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 财务管理基础 2016年6月 廖艳

26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 金工实习 2018年5月 李兵

Administrator
矩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验收结果

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负责

人
拟验收结果 备注

1 中山大学 交通工程专业综合改革 蔡铭 通过

2 中山大学 康复治疗学专业综合改革 黄东锋 通过

3 中山大学 国际商务专业综合改革 梁琦 通过

4 中山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优秀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 陆军 通过

5 中山大学 统计学 王学钦 通过

6 中山大学 法医学专业综合改革 赵虎 通过

7 华南理工大学 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严玉蓉 不通过

12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综合改革 廖艳 通过

12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改革 苏秉华 优秀

130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金融学 陈晓君 通过

131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司玉娟 通过

132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英语 王晶 通过

133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产品设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贺锋林 通过

134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金融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吕秉梅 通过

135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安全工程 肖红飞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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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备注

1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天威集团实践教学基地

詹世景

2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

师发展中心
张克军

3 教学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通信技术课程群教学团队 程加斌

4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商科综合仿真实训中心 田艳

5 特色专业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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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机械工程

1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生物工程

1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1、电子科学与技术；2、工商管理

20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公共管理

21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电子商务

22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2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1、国际贸易学；2、英语语言文学

24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会计学

25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

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26 广东东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 广州工商学院 1、国际贸易学；2、物流管理

28 广州商学院 电子商务

四、重点培育学科（24 个）

1 韶关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3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医学技术

5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6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产品设计

7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1、机械工程；2、工商管理

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2、土木工程

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

学院
电气工程

10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1、会计学；2、英语语言文学

12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1、民商法学；2、体育学

13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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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通过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的证明第一面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通过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的证明第二面







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负

责人
验收结果

44 惠州学院 人生必修课——两性婚恋辅导 金伟 通过
45 东莞理工学院 大学英语系列口语教程 龙献平 通过
46 五邑大学 家用冰箱与空调器 吴勇华 不通过
47 肇庆学院 有机化学 吴利欢 通过
48 广东白云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桑立群 不通过
49 广东白云学院 典型机械产品设计与应用 吴茂柿 暂缓通过

5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视频公开

课
盛珣华 通过

51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

学院
高级英语 冯世梅 通过

52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院
效果图设计制作 范旺辉 暂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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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
负责人

验收结果

233 广州大学 刑法学 邵维国 通过
234 广州大学 建筑施工技术与组织 庞永师 通过
235 广州大学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周鸿 通过
236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皮家胜 通过
237 广州医科大学 诊断学 钟南山 通过

238 深圳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王双印 通过

239 韶关学院 食品化学 朱建华 通过
240 韶关学院 仪器分析及实验 郭会时 通过
241 韶关学院 园艺植物栽培学 任安祥 通过
242 嘉应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沈健 通过
243 惠州学院 线性代数 李桂贞 通过
244 惠州学院 微生物学 毛露甜 通过
245 惠州学院 文学概论 伍世昭 通过
246 惠州学院 普通物理学 叶凡 通过
247 东莞理工学院 生产与运作管理 李银满 通过
248 东莞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刘永安 通过
249 东莞理工学院 工程制图 荆建军 通过
250 东莞理工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 侯家利 通过
251 五邑大学 大学物理 王忆 不通过
252 五邑大学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周开利 通过
253 五邑大学 工程结构 曾庆响 通过
254 五邑大学 土质学与土力学 刘红军 通过
255 五邑大学 交通工程 吕秋霞 通过
256 五邑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基础 成利刚 通过
257 五邑大学 旅游学概论 王纯阳 通过
25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生理学 王丙云 暂缓通过
25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英语语法 周胜 通过
26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数学分析 戎海武 通过
261 肇庆学院 动物学 姜玉霞 优秀项目
262 肇庆学院 会计学原理 刘玉勋 通过
263 肇庆学院 通信原理 吴海涛 通过
264 广东科技学院 ASP.NET程序设计 曹文文 通过

265 广州商学院
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基础

（Photoshop）
庄志蕾 暂缓通过

26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大学语文 郭海军 通过
26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刘振环 不通过
268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大学物理学 谭朝阳 通过
26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 李琳 通过
27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有机化学 马文英 通过
27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模拟电路基础 李克勤 通过
27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游泳 通过
27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郭素梅 暂缓通过
27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无机化学 史苏华 通过
27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工程图学 战欣 通过
27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傅晓阳 通过
277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尹雪梅 暂缓通过
27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基础会计学 单志红 暂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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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
负责人

验收结果

40 韶关学院
国际化工程型软件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霍英 通过

41 嘉应学院
重实践，强技能--应用型体
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理论与实践
赖炳森 通过

42 惠州学院
基于行业需求的应用型财务
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柴静 通过

43 惠州学院
数学应用拓展型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
许金泉 通过

44 惠州学院
地方本科院校英语类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李巧丽 通过

45 五邑大学
半导体绿色光源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试验区
王忆 通过

4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地方院校体育专业特色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刘永峰 通过

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地方院校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试验区
刘军 暂缓通过

48 肇庆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胡海建 通过

49 广东白云学院
基于产业链的“商科专业集
群”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沈根生 通过

50 广州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

“2+6W”模式创新实验区
袁泽沛 不通过

5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
校校协同国际化育人培养模

式与机制创新实验区
徐亚非 优秀项目

5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

信息技术“实战演练、校企
对接、工学融合”应用型人

才培养实验区
彭望琭 通过

5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电子信息类创新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苏秉华 通过

5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复合型、国际化信息安全人

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路良刚 通过

5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与应用

型人才培养
苍惠杉 通过

56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大通识教学理念下的思想政
治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
王丽荣 暂缓通过

57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

院
艺术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业实验区
刘鑫 通过

58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

院
国际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葛敬东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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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高校 项目名称
当前项目负

责人
验收结果

515 广州商学院
高校教师导师制下英语专业基础阶

段分级教学探索与实践
程华明 不通过

516 广州商学院
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法学专业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以民办高校为

视点
陈咏梅 暂缓通过

517
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汉语国际教育—英语”/“英语
—汉语国际教育”双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张明远 通过

518
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协同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平
台——“法律诊所”课程教学改革

胡雪梅 通过

519
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培育IT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促进院系

机制创新
倪玉华 通过

520
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加强数学建模实践、提高应用型人

才培养质量
周伟 不通过

521
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基于职业资格标准的不动产专业课

程的建设与改革
胡嘉骢 通过

522
电子科技大学中

山学院
独立学院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与监测

体系建设研究
姚泽有 通过

523
电子科技大学中

山学院
基于社会调查能力提升的管理类复

合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邓雪琳 通过

524
电子科技大学中

山学院
面向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应用型本

科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吴舜歆 通过

525
电子科技大学中

山学院
以项目为导向的艺术设计类课程教

学改革探究
陈才煌 通过

526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独立学院创新应用型英语人才教学
研究--口语演讲课程思辨创新教学

实证研究
苏雪梅 通过

527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设计性成型加工实验的教学改革 王莹 通过

528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电子工艺实习》教学内容及模式

研究
张苑农 通过

529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独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田艳 通过

530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独立学院跨专业（化工大类）人才

培养试验研究
吴灵 通过

531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非计算机专业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教学改革
吴方 暂缓通过

532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高校应用性课程教学法的实践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翻译课程教学

改革探索
黄小蓉 通过

533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教学实践
陈林 暂缓通过

534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工程结构课程实践教

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高雁鸣 暂缓通过

535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构建学科竞赛平台提高大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的构想与实践
王阳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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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金融学专业渣打银行实践教学基地 唐士奇 暂缓通过

15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实践教学基地 卢满怀 通过

15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基于物流管理专业核心岗位群任务驱动的综合实践教学
基地

姚泽有 通过 2015年暂缓项目

15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语类专业商务实践教学基地 邓隽 通过

15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乐通化工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矫庆泽 通过

15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比亚迪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苏秉华 通过

15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电子信息实践教学基地 李克勤 通过 2015年暂缓项目

15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嵌入式系统设计方向应用型人才实训实习基地 吴方 通过 2015年暂缓项目

159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药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江连海 通过

160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保利服饰有限公司艺术系校外实习教学基地 刘哲信 通过

161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珠海御温泉实践教学基地 孙巧耘 通过 2015年暂缓项目

162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卢集富 暂缓通过

163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理工科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李见为 不予通过 2015年暂缓项目

164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信息类专业产学研基地建设 白晨明 通过

165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东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药学类实践教学基地 张素中 通过

166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财会类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张丽拉 通过

167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会计学应用型实务人才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卫建国 通过

168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汽车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基地 陈秉均 通过

169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州皮都皮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黄培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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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肇庆学院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郭海福

75 广东白云学院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许义生

76 广东白云学院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张金明

77 广州商学院 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 陶培基

78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光影艺传”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魏吉雅

7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邓春健

8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信息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苏秉华

8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机电综合技能实训中心 黄华养

8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牛熠

83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经管实验实训中心 黄培伦

84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林颖

85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工程训练中心 邹日荣

86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会计学专业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王家兰

8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机电一体化实验教学中心 徐昊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LabVIEW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Administrator
矩形



 

目  录 
第一章 何为 LabVIEW .................................................................................................................. 1 

1.1 LabVIEW 简介 ..................................................................................................................... 1 

1.2 LabVIEW 应用 ..................................................................................................................... 2 

1.3 LabVIEW 书籍 ..................................................................................................................... 4 

1.4 LabVIEW 名称及与 NI 关系 ............................................................................................... 5 

1.5 关于“虚拟仪器” .................................................................................................................... 6 

第二章 LabVIEW 操作基本功 ...................................................................................................... 7 

2.1 软件的启动 ............................................................................................................................ 7 

2.2 “Hello World”程序——新建 VI ....................................................................................... 10 

2.3 Front Panel 前面板和 Block Diagram 程序框图窗口排列 ............................................. 11 

2.4 前面板 Controls 控件选板 ................................................................................................. 13 

2.5 程序框图 Functions 函数选板 ........................................................................................... 14 

2.6 Hello World 程序——华氏温度转换为摄氏温度程序 .................................................... 15 

2.7 VI 的保存和 Run 运行 ....................................................................................................... 19 

2.8 Run Continuously 连续运行 .............................................................................................. 20 

2.9 输入控件属性的使用 .......................................................................................................... 21 

2.10 Run 运行和 Run Continuously 连续运行区别 ............................................................... 22 

2.11 Tip 属性加入 ..................................................................................................................... 24 

2.12 控件 Label 标签修改 ........................................................................................................ 25 

2.13 程序功能扩展 .................................................................................................................... 26 

2.14 Tab 键序加入 .................................................................................................................... 28 

2.15 输入控件替换 .................................................................................................................... 31 

2.16 控件属性修改 .................................................................................................................... 34 

2.17 鼠标形状——工具选板 .................................................................................................... 35 

2.18 颜色、大小属性修改 ........................................................................................................ 38 

2.19 字体属性修改 .................................................................................................................... 40 

2.20 关于 LabVIEW 中的中英文字符 .................................................................................... 43 

2.21 界面装饰 ............................................................................................................................ 44 

2.22 程序框图修饰 .................................................................................................................... 48 

2.23 程序框图编辑 .................................................................................................................... 49 



 

2.24 程序调试 ............................................................................................................................ 52 

2.25 程序框图自动连线距离设置——编程环境设置 ............................................................ 54 

2.26 前面板控件移动距离设置——编程环境设置 ................................................................ 55 

2.27 控件选板、函数选板设置——编程环境设置 ................................................................ 56 

第三章 常用的控件选板控件和函数选板函数 ........................................................................... 61 

3.1 控件和函数数量统计 .......................................................................................................... 61 

3.2 从数值控件和数值函数学起 .............................................................................................. 63 

3.3 控件属性修改 ...................................................................................................................... 69 

3.4 数值转换函数 ...................................................................................................................... 74 

3.5 颜色转换函数 ...................................................................................................................... 76 

3.6 复合算数函数和表达式节点函数简化程序 ...................................................................... 79 

3.7 布尔控件和布尔函数 .......................................................................................................... 81 

3.8 布尔控件的属性设置 .......................................................................................................... 83 

3.9 布尔型转换函数和复合算数函数 ...................................................................................... 84 

3.10 字符串控件和字符串函数 ................................................................................................ 85 

3.11 字符串/数字互转函数 ....................................................................................................... 88 

3.12 字符串函数应用于中文字符 ............................................................................................ 92 

3.13 字符串控件和属性设置 .................................................................................................... 93 

3.14 组合框控件及其属性设置 ................................................................................................ 96 

3.15 数组控件及数组函数 ........................................................................................................ 98 

3.16 矩阵控件及矩阵函数 ...................................................................................................... 107 

3.17 簇及簇函数 ...................................................................................................................... 109 

3.18 LabVIEW 的错误捕获——错误簇 ............................................................................... 116 

第四章 LabVIEW 中的结构 ...................................................................................................... 118 

4.1 结构选板 ............................................................................................................................ 118 

4.2 For 循环——反馈节点实现 ............................................................................................. 119 

4.3 For 循环——移位寄存器实现 ......................................................................................... 126 

4.4 While 循环 ......................................................................................................................... 132 

4.5 Case 结构 ........................................................................................................................... 135 

4.6 公式节点——与表达式节点、MATLAB 脚本节点 ...................................................... 14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院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开发工程师

嵌入式开发方向

Administrator
矩形



• 《嵌入式系统开发就业班》

• 以下为就业班的企业项目技能实践大纲（具体内容将根据就业班的学生

基础进行调整）

• PCSC-B102：物联网 Linux 系统运维学习与实践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2

课程名称 物联网 Linux 系统运维学习与实践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了解操作系统的组成和系统结构。

• 理解进程，线程的概念及操作系统进程调度的一般方法。

• 理解进程同步与死锁的概念，以及如何避免死锁。

• 了解内存管理的基本方法，连续分配，分页及分段分配。

• 了解 I/O 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

• 熟练使用 Linux/Unix 操作系统的常用命令。

• 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配置，计划任务配置。

• 了解 Linux 系统启动过程中的重要配置管理文件。

• 掌握 Linux 网络服务配置服务器常用配置方法。

• 掌握 Linux 多任务控制与进程控制命令。

• 掌握 Shell 的作用与工作原理。

• 掌握 Shell 的特殊配置功能。

• 掌握 Shell 的系统配置功能。

• 掌握 Shell 的正则表达式。

• 掌握 Shell 的高阶编程。



• PCSC-B103：嵌入式程序开发之数据结构设计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3

课程名称 嵌入式程序开发之数据结构设计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分析

• 掌握线性表设计与运用

• 掌握顺序表设计与运用

• 掌握 LINUX 内核链表设计与运用

• 掌握顺序栈与链式栈设计与运用

• 掌握循环队列与链队列设计与运用

• 掌握树的实现与二叉树的操作

• 掌握 LINUX 内核的红黑树设计

• 掌握分块查找和哈希表的 Linux 内核运用

• PCSC-B104：物联网云终端系统编程核心技术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4

课程名称 物联网云终端系统编程核心技术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试

课程目标

• 掌握 Linux 内核系统中的内存管理。

• 熟悉静态库、动态库与共享库。

• 掌握 make 工具 Makefile 脚本。

• 掌握 Linux 系统调用和文件 IO。

• 熟悉 Linux 目录与文件的运用。

• 掌握 Linux 下守护进程的编写方法。

• 掌握嵌入式 LINUX 进程创建

• 掌握嵌入式 LINUX 守护进程编写

• 掌握嵌入式 LINUX 进程间通信

• 熟悉 Linux 线程操作的方法

• 掌握线程同步与互斥的操作方法



• 掌握线程属性与线程池

• 掌握多线程并发拷贝

• 掌握 TCP/IP 分层思想、TCP/UDP 用途

• 掌握 TCP 编程 API 及各种 IO 模型

• 掌握 UDP 编程 API

• 掌握网络工具 wireshark 用法

• 掌握网络封包格式、网络信息检索

• 掌握网络属性设置和超时检测

• 掌握 TCP 带外数据及编程方法

• 掌握广播和组播

• 掌握 UNIX 域套接字

• 掌握 TCP 粘包和解决方法

• 掌握流媒体编程 RTP,RTSP

• 掌握编写进程间通讯编程能力。

• PCSC-B105：物联网项目 GUI 开发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7

课程名称 物联网项目 GUI 开发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试

课程目标

• 掌握嵌入式 Linux 下的几种常见 GUI 及其特点。

• 掌握 Qt 基本对话框、布局管理。

• 掌握对话框进阶操作。

• 理解 QMainWindow 编写。

• 理解图形与图画绘制。

• 掌握 Graphics View 三元素之间的关系。

• 了解网络与通信、磁盘文件的编辑

• 了解嵌入式数据库的配置与开发



• PCSC-B106：企业级数据库开发技术与云计算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6

课程名称 企业级数据库开发技术与云计算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掌握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实体、关系、约束、表模型。

• 掌握数据库的应用环境和操作命令。

• 掌握 SELECT 操作：基本查询、分组查询、子查询、多表联接。

• 熟练掌握复杂的查询语法。

• 熟练掌握常用操作：Insert、Update、Delete、Create 等。

• 理解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E-R 图，范式。

• 了解索引、序列、视图的定义和使用。

• 了解常用的数据库元数据（数据字典）的查询方法。

• 了解 PL/SQL 编程。

• 熟悉和掌握云计算的架构与原理了解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

• PCSC-B107：物联网网关 Cortex-A 处理器与开发实践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7

课程名称 物联网网关 Cortex-A 处理器与开发实践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试

课程目标

• 熟悉 Cortex-A 处理器串口通讯原理与应用

• 熟悉 Cortex-A 处理器 ADC 和触摸屏接口与应用

• 熟悉 Cortex-A 处理器 IIC 接口

• 熟悉 Cortex-A 处理器系统时钟与定时器的应用

• 熟悉 Cortex-A 处理器 LCD 接口设计与应用

• 理解 Cortex-A 处理器 IIS 接口控制

• 掌握 Cortex-A 处理器 DMA 接口的应用

• 理解 Cortex-A 处理器 NAND Flash 控制接口与应用



• PCSC-B108：物联网云终端操作系统与 Linux 内核分析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8

课程名称 物联网云终端操作系统与 Linux 内核分析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了解嵌入式常见操作系统的特点与设计思路

• 了解 Linux 基本结构与嵌入式 Linux 的应用领域。

• 了解 Linux 设备驱动的作用与分类。

• 掌握竞争机制与并发控制原理。

• 掌握进程间通信时产生的阻塞和异步通知。

• 掌握内核时间的度量、延时与内核定时器的调用。

• 熟悉 Linux 内核调试与内核打印。

• 熟悉 I/O 端口与 I/O 内存的使用。

• PCSC-B109：物联网云终端系统移植开发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09

课程名称 物联网云终端系统移植开发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掌握构建嵌入式 Linux 开发环境

• 掌握 Bootloaber 概念与移植。

• 掌握 U-Boot 建立与移植。

• 掌握 Linux 内核结构与移植。

• 熟悉构建 Linux 根文件系统。

• 熟悉 Linux 设备驱动移植。

• 熟悉 Linux 下的应用程序开发和移植。

•



• PCSC-B110：物联网云终端系统驱动开发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10

课程名称 物联网云终端系统驱动开发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掌握中断驱动程序设计。

• 掌握 Linux 中断处理体系结构与中断的处理过程。

• 熟悉 A/D 驱动设计理念与 SPI 通信原理。

• 熟悉串口驱动程序设计理念。

• 理解 Linux 中终端设备分类与设备驱动的移植。

• 熟悉 RTC 时钟驱动系统的操作，分析 RTC 功能的实现。

• 理解触摸屏设备驱动的工作原理。

• 熟悉触摸屏接口的工作模式。

• 熟悉块设备驱动操作和请求处理要求。

• 熟悉网络设备驱动设计理念

• 熟悉 Linux 网络设备的结构与流程。

• 理解 USB 驱动程序设计规范、驱动层次、设备基础。

• PCSC-B111：物联网无线传感网络开发与实践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11

课程名称 物联网无线传感网络开发与实践

考试形式 考试，闭卷，机考

课程目标

• 了解无线传感网的通信特点与优势

• 主流无线传感网的对比与分析

• 了解无线传感网网络 zigbee 通信特点

• 掌握 zigbee 无线传感网的搭建方法

• 了解 CC2530 的芯片特性

• 掌握 CC2530 的基本接口开发

• 了解基于 CC2530 的 Zstack 协议栈

• 掌握 Zstack 的串口通信



• 掌握 Zstack 的无线网络通信配置

• 掌握 Zstack 的点播、组播、广播

• 掌握基于 Zstack 的传感器操作

• 掌握基于 Zstack 的无线传感网络综合项目开发

• PCSC-B112：IT 职业素质、职场文化、就业指导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B112

课程名称 IT 职业素质、职场文化、就业指导

考试形式 考查，开卷，以论文形式提交

课程目标

• 了解 IT行业现状，IT 企业特征，IT 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质。

• 了解 IT职场文化，职业心态，职场故事。

• 了解 IT行业发展的历史，技术背景，各主流 IT厂商的产品。

• 了解 IT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最新的技术方向和成果。

• IT 行业的就业现状分析，企业和职位分析，个人职业规划。

• 简历制作、面试指导。

• 了解软件开发的流程、工具和方法。

• 了解软件测试的工具和方法。

• PCSC-P203 : 嵌入式飞鸽传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P203

课程名称 嵌入式飞鸽传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和程序源码

课程目标

• 熟悉飞鸽传书项目布局框架设计；

• 掌握数据库调用及数据存储；

• 掌握文件传输多线程框架功能；

• 掌握飞鸽传书的网络通讯功能。



课程内容

要求学员完成《GEC 飞鸽传书系统开发课程设计指导》规定的项目开发任务：

• 了解任务需求

• 设计程序整体架构

• 完成编码及简单测试

• 编写课程设计报告

提交结果

• 所有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程序代码

• 课程设计报告

• PCSC-P204 : 物联网智能家居驱动开发课程设计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P204

课程名称 物联网智能家居驱动开发课程设计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和程序源码

课程目标

• 了解驱动开发的基本概念；

• 能开发出比较复杂的键盘驱动及控制器驱动；

• 熟悉 GUI 中引入驱动按键的方式；

• 熟练驱动开发重要操作。

课程内容

• 了解任务需求

• 设计程序整体架构

• 完成编码及简单测试

• 编写课程设计报告

提交结果

• 所有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程序代码

• 课程设计报告

•



• PCSC-P205 : 物联网智能影音系统项目设计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P205

课程名称 物联网智能影音系统项目设计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程序源码和可执行程序

课程目标

• 了解大型商业项目开发的基本步骤。

• 了解团队开发的模式，适应团队分工协作。

• 了解分布式软件的基本架构，学习架构的模式。

• 实践大型商业项目的模块化开发。

课程内容

完成《智能影音系统项目设计》的开发与测试工作。主要内容为：

• 根据需求文档设计系统框架；

• 设计服务器与客户端中关键接口和软件整体架构。

• 完成所属模块代码。

• 完成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

• 编写相关文档。

提交结果

• 所有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程序代码

• 课程设计报告

• PCSC-P206 : 物联网智能停车系统项目设计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P206

课程名称 物联网智能停车系统项目设计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程序源码和可执行程序

课程目标

• 了解大型商业项目开发的基本步骤。

• 了解团队开发的模式，适应团队分工协作。

• 了解分布式软件的基本架构，学习架构的模式。

• 实践大型商业项目的模块化开发。



课程内容

要求学员完成《停车系统项目设计》的开发与测试工作。主要内容为：

• 根据需求文档设计数据模型，建设数据库。

• 设计数据实体，设计关键接口和软件整体架构。

• 完成所属模块代码。

• 完成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

• 编写相关文档。

提交结果

• 所有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程序代码

• 课程设计报告

• PCSC-P207 : 物联网智能购物系统的设计

• 课程描述

课程编号 PCSC-P207

课程名称 物联网智能购物系统的设计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程序源码和可执行程序

课程目标

• 了解大型商业项目开发的基本步骤。

• 了解团队开发的模式，适应团队分工协作。

• 了解分布式软件的基本架构，学习架构的模式。

• 实践大型商业项目的模块化开发。

课程内容

要求学员完成《智能购物系统设计》的开发与测试工作。主要内容为：

• 根据需求文档设计数据模型，建设数据库。

• 设计数据实体，设计关键接口和软件整体架构。

• 完成所属模块代码。

• 完成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

• 编写相关文档。

提交结果

• 所有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程序代码

• 课程设计报告



• PCSC-P208: 商业项目实践

课程编号 PCSC-P208

课程名称 商业项目实战

考试形式
考查；提交相应文档、程序源码和可执行程序,并通过答辩

课程目标

• 学习商业项目的分析与设计。

• 独立完成比较完整的商业项目的分析、设计、开发等工作。

• 了解商业项目开发的基本流程。

• 了解分布式软件的基本架构，学习架构的模式。

• 实践大型商业项目的模块化开发。

课程内容

要求学员完成《粤嵌项目设计指导》所规定的设计和开发工作。主要工作内容为：

• 完成规定的项目设计工作，并形成相关文档。

• 完成规定的项目开发工作，并形成相关文档。

• 完成项目设计论文或报告。

提交结果

• 项目全套程序源代码；

• 可执行的程序代码；

• 项目设计论文（报告）；

• 其他相关文档和资源。



企业项目实战课题列表（V1.0 /2014-04-30）

序

号
题目 难度系数 适用级别

1 物联网—zigbee 智能家居系统 ★★★★☆ 本科

2 物联网—wifi 智能小区系统 ★★★☆☆ 本科

3 物联网—温室大棚系统 ★★★★☆ 本科、专科

4 物联网—生命体征监测系统 ★★★★☆ 本科

5 物联网—体感互动多媒体终端 ★★★☆☆ 本科

6 物联网—智能仓库管理系统 ★★★☆☆ 本科、专科

7 物联网—智能考勤跟踪系统 ★★★★☆ 本科

8 物联网—智能展厅系统 ★★★☆☆ 本科、专科

9 物联网—海洋监测系统 ★★★☆☆ 本科、专科

10 物联网—路灯监测系统 ★★★★☆ 本科、专科

11 物联网—停车场管理系统 ★★★★☆ 本科、专科

12 物联网—智能导游服务系统 ★★★★☆ 本科

13 多媒体点播系统 ★★★★☆ 本科、专科

14 智能车载导航系统 ★★★★☆ 本科、专科

15 远程视频监测系统 ★★★★☆ 本科、专科

16 远程网络家电控制系统 ★★★★☆ 本科、专科

17 体感—数码相册 ★★★★☆ 本科、专科

18 铁路智能信号控制系统 ★★★★☆ 本科、专科

19 航空公司自动售票系统 ★★★★☆ 本科、专科

20 交警移动指挥和执法系统 ★★★☆☆ 本科、专科

21 工商管理移动执法系统 ★★★★☆ 本科、专科

22 音乐视频点播系统 ★★★☆☆ 本科、专科

23 智能化交通灯控制系统 ★★★☆☆ 本科、专科

24 移动便携式车辆安全管理系统 ★★★★☆ 本科、专科

25 嵌入式智能水表系统 ★★★☆☆ 本科、专科

26 嵌入式以太网防盗报警系统 ★★★★☆ 本科、专科

27 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 本科

28 智能家庭远程监控系统 ★★★☆☆ 本科、专科

29 体感—运动机械人 ★★★★☆ 本科

30 体感—GameBox ★★★★☆ 本科、专科

31 探险机器人 ★★★★☆ 本科、专科

32 智能人脸识别多媒体播放器 ★★★☆☆ 本科

33 基于 wifi 自动识别的智能家居系统 ★★★☆☆ 本科







附件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支持的2017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1 20170207100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工业自

动化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包凡彪

2 20170207100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

院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赵慧元

3 20170207101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电子科

学与技术专业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苏秉华

4 201702081004 广东诚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物联网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吴方

5 201702135003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孙鲁

6 201702008008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面向无损检测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

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张国才

7 20170207105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卢桂萍

8 20170207106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Capstone课程设计与嵌入式系

统原理与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鄢永明

9 201702085001 广东泽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物联网集成系统设计”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齐延信

10 201702126048
中青朗顿（太湖）教育文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基于能力培养的“计算机网

络”课程探索与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高树风

11 201702143001 北京市空越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课程建设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李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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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新零售背景下零售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杨芳

69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基于IEET工程认证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 俞娟

69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完全学分制下开放式实验教学与管理模式探索 张应省

69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师范教育认证助力下的OBE教育理念英语复合型专业人才立体化培养机制研究—

以英语教育专业为例
周雪

693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和实训在商品学课程中的应用 陈燕

69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应用型高校药学综合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金元宝

69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会展专业课程TPCA教学模式综合改革研究 李辉

69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结果导向型人才培养课程《广告综合实训》课的建设与创新 王艺锦

697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课程信息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岳征良

69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项目化教学在创新创业课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叶振艳

699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新工科”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类课程的改革与探索 张恩光

700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 朱天元

70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文化自信教育融入思政课—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 楚恒体

702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创新性思维培养研究 邱悦

703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和虚拟仿真的“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唐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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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深度产教融合的新工科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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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高函[2016]233 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6 年广东省

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广东省本科高

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粤

教高函〔2016〕144 号）安排，省教育厅组织了 2016 年我省

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

项目推荐工作。经学校遴选、公示及推荐、省教育厅审核、

公示，现将 2016 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情况

确定立项建设省重点专业 22 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7

个、教学团队 62 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3 个、试点学院 8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8 个、特色专业 50 个、精品



视频公开课 27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 109 门、大学生实践教

学基地 67 个，此外，评审认定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0 个。项目详细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管理

（一）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外，本次公布的其他类

别立项项目仅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学校组织建设、校

内结题并通过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项目验收及建设成果评

定后，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

（二）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采取直接认定的方式，

自本文发布之日起五年内有效，五年后可提请重新验收评定，

再次通过的，有效期延长五年。

（三）项目正式实施前，请各校对项目建设目标、建设

举措、预期成果、建设进度安排等进行科学论证，论证专家

应不少于 5 人，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外校。以论证后的目

标、任务等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依据，确保项目建设成效。

（四）项目日常管理委托学校主管部门负责，学校应根

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规律，如期统筹做好项目中期检查、校内

结题验收等工作。各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将作为

学校下一年度项目立项额度的参考依据。

（五）项目实施过程中，其名称、建设内容、建设周期、

主要负责人、预期成果等发生重大变更的，需由项目负责人

提出，经学校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学校正式来函说明原因；



擅自变更上述内容的，验收评定时列为不通过。

三、其他事项

（一）2016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

学校须将相关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立项材料妥善保存，留底

备查。

（二）项目由各校统筹本校“创新强校工程”资金及自

有资金予以资助，项目获得学校资助情况将作为项目结题验

收时重要考察因素之一。如项目建设中取得具有推广价值的

优秀成果，请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联系人：李成军，联系电话：020-37629463；传真：

020-37627963。

附件：2016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建设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年 10 月 日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立项建设项目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3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华为ICT优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喻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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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新零售背景下零售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杨芳

69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IEET工程认证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 俞娟

69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完全学分制下开放式实验教学与管理模式探索 张应省

69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师范教育认证助力下的OBE教育理念英语复合型专业人才立体化培养

机制研究—以英语教育专业为例
周雪

693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和实训在商品学课程中的应用 陈燕

69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应用型高校药学综合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金元宝

69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会展专业课程TPCA教学模式综合改革研究 李辉

69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结果导向型人才培养课程《广告综合实训》课的建设与创新 王艺锦

697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课程信息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岳征良

69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项目化教学在创新创业课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叶振艳

699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新工科”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类课程的改革与探索 张恩光

700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 朱天元

70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文化自信教育融入思政课—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 楚恒体

702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创新性思维培养研究 邱悦

703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和虚拟仿真的“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唐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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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海 市 教 育 局 
文件 珠 海 市 财 政 局 

珠教高„2015‟5 号 

                          

 

关于按照“珠海特聘学者”等四项评审项目 

评审结果拨付高等教育发展资金的通知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遵义医学院

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科

学技术职业学院、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受市政府委托，市教育局组织了“珠海特聘学者”、“珠海

市优势学科”、“珠海市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珠海市

协同创新中心”四项评审。经各项目评委会评审并经市政府批

准，评选出 30 名珠海特聘学者、20 个优势学科、20 个重点实

验室/重点研究基地、8 个协同创新中心（详见附件 1-4）。 

市财政已根据上述评审结果划拨经费如下：中山大学珠海

校区 1770 万元，暨南大学珠海校区 1310 万元，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 1590 万元，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1860 万元，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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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珠海学院 820 万元，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 230 万元，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360 万元，广东科学技术

职业学院珠海校区 230 万元，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30 万元

（资助项目明细详见附件 5）。 

各受聘学者和各立项单位要严格按照与市教育局签订的协

议要求及项目建设计划开展工作，为提升珠海市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珠海市创新驱动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明确专项资金项

目实施负责人、项目建设绩效目标，做好项目建设计划。要认

真组织实施，并严格按规定的项目和预算使用专项资金，确保

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对获得的专项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按要求提供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以及有关财务报表，

接受有关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附件：1.珠海市“珠海特聘学者”评审结果 

2.珠海市优势学科评审结果 

3.珠海市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评审结果 

4.珠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评审结果 

5.资助项目明细表 

 

 

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财政局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珠海市教育局 2015 年 11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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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珠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评审结果 
 

序

号 
申报单位 协同创新中心名称 

资助金额   

（万元） 

1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南海资源开发与保护协

同创新中心 
500 

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珠海区域气候-环境-生

态预测预警协同创新中

心 

500 

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高端制造业协同创新中

心 
500 

4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 
珠海市轨道交通健康运

营协同创新中心 
500 

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协

同创新中心 
400 

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珠海市智能测控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 
400 

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珠海市印制材料协同创

新中心 
300 

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珠海生物医药协同创新

中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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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海 市 财 政 局  
文件 珠海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珠财工〔2016〕46 号 

 

关于下达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方向）的通知 

 

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方向）的通知》（粤财教

〔2016〕59号）要求，现将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协

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方向）下达给各项目承担单位，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拨付流程。市财政将省安排的专项资金指标1670

万元下达至市科工信局，请各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格

式见附件2）提供资金申请文件。市科工信局、市财政局

审核无误后，将项目资金及时足额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 

二、资金使用。请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专项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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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年度终了一个月内，请将经费使用

明细情况及项目实施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财政局和

市科工信局。 

 

附件：1. 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协同创新与

平台环境建设方向）安排情况表 

2.关于拨付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协同

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方向）的请示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016年4月19日 

 
 

 
 
 
 
 
 
 
 
 
 
 
 
 
 
 
 

主题词：科技  发展  资金  通知 

抄送： 市财政局预算科。 

珠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6年 4月 20日印发 

                                              （共印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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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6年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协同创新与

平台环境建设方向）安排情况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补助金

额（万

元） 

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光纤激光器泵浦瓦级中红外连

续光参量振荡器的研究 

100 

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面向药品及其零售价格的数据

服务开放平台 

30 

3 

广东龙丰精密铜管有限公

司 

高效节能内螺纹钢管加工关键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100 

4 乐健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广东省 LED 封装散热基板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100 

5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

有限公司 

智能工业机器人挠性电路组件

研发及产业化 

100 

6 

三威塑料电子（珠海）有限

公司 

广东省无线接入有源音箱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100 

7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集团企业的监督管理系统

项目研发及产业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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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合同书

项目名称: 光纤激光器泵浦瓦级中红外连续光参量振荡器的研究

计划类别: 产学研合作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6-01-01   至   2017-12-31

管理单位(甲方):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承担单位(乙方):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乙方主管部门(丙方): 珠海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6号

邮政编码: 519085 单位电话: 0756-3622801

项目负责人: 谢明远 联系电话: 0756-3622323

项目联系人: 谢明远 联系电话: 18302078406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二〇一四年制

受理编号: c1631912200189

项目编号: 2016B090918099

文件编号: 粤科规财字〔2016〕48号

20
16
B0
90
91
80
99





 

 

 

粤教科函〔2015〕3 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重点平台建设

跃升计划及重大项目与成果培育 

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实施方案（试

行）》和《广东高校重大项目与成果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试行）》，

积极推进高校“四重”建设，2014 年省教育厅结合“创新强校工程”

的实施组织开展了各层次、各类型平台、项目和成果的遴选认定

工作。经学校推荐、省教育厅组织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现将批

准立项的 2014 年度项目（附件 1～20）予以下达，并就有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及时开展有关项目的培育建设工作 

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遵循“高校创新强校工程”以及《广东

高校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实施方案（试行）》和《广东高校重

大项目与成果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试行）》的有关精神和要求，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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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落实有关项目资金，保障有关项目的顺利实施；督促项

目承担人按照项目申请书开展培育建设工作，高质量地完成申请

书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达成相关目标；跟进并协助解决项目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按照《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

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和资金管理工作。省教育

厅将适时组织对各类平台和项目的抽检抽查工作，抽检抽查结果

将作为各单位项目培育建设成效，列入“创新强校工程”考核因

素。 

二、对部分项目的具体要求 

（一）高校工程中心 

广东省普通高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工程

中心）的建设和管理请按照《广东省普通高校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

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请各有关高校接此通知后，组

织督促工程中心尽快组建本中心的技术委员会，并编制《广东高

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下简称《计划》，

编制提纲请在教育厅科研处网站下载）。各工程中心要尽快召开

本中心的技术委员会会议，对工程中心的总体任务、主要目标、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活动计划和方案进行论证。工程中心要根据技

术委员会专家意见和建议，组织修改完善《计划》。工程中心技

术委员会名单应向先省教育厅科研处报备。相关工作应在三个月

内完成。修改后的《计划》（含技术委员会会议材料）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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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省教育厅科研处。联系人：田兴国、吴宝榆，联系电话：

020-37628271、37627223。 

（二）人文社科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省级重大项目 

人文社科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管理请按照

《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请

各有关高校接此通知后，督促课题组尽快在三个月内完成开题工

作。开题工作由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开题方案和专家

名单请提前向省教育厅科研处报备。联系人：黄黎露、梅淑宁，

联系电话：020-37628271。 

其余平台和项目的具体管理要求，另文通知。 

 

附件：1. 国家级重点培育平台（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2.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3.国家级重大培育成果（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4.工程中心立项名单 

5.国际暨港澳台合作创新平台（自然科学类）立项名

单 

6.省级重大项目（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7.创新团队项目（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8.省级重点提升平台（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9.特色创新项目（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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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自然科学类）立项名单 

11.国家级重点培育平台（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2.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3.国家级重大培育成果（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4.国际暨港澳台合作创新平台（人文社科类）立项

名单 

15.省级重大项目（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6.创新团队项目（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7.省级重点提升平台（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8.特色创新项目（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19.特色创新项目（教育科研类）立项名单 

20.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文社科类）立项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1 月 12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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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学校 
负责人

姓名 

210 互补约束优化问题的罚函数算法研究 嘉应学院 谢水连 

211 锰基正极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惠州学院 刁贵强 

212 基于“3S”技术的粤北石漠化地区雨水资源化潜力研究 惠州学院 尹辉 

213 视觉模式识别算法的调度策略研究 惠州学院 杨雄 

214 LED 光源对金线莲幼苗生长特性及天然活性物质影响的研究 惠州学院 吕镇城 

215 广义混合动态系统的有限时间稳定性分析及其控制 惠州学院 杨莹 

216 基于时间反演的新型微波医疗探测技术的研发 东莞理工学院 张光旻 

217 高频隔离型光伏并网微型逆变器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张志 

218 典型化学反应系统失控机理与环境风险评价集成理论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黄卫清 

219 
空穴传导功能团修饰的铱(III)配合物能级调控及其在有机光伏电池中的应

用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谭桂平 

220 基于静电布拉格系统的高功率太赫兹波辐射源高频结构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赖颖昕 

221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输出功率超短期预测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姜鸣 

222 金属簇基骨架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对抗肿瘤药物负载-缓释的研究 肇庆学院 覃亮 

223 非线性带分布时滞尺度结构的种群模型和带人口迁移的传染病模型的研究 肇庆学院 柏萌 

224 图的 Estrada 指数与 LaplacianEstrada 指数的极值研究 肇庆学院 杜志斌 

225 
低强度 810nm 红外光疗法调控 SIRT1 对衰老性骨骼肌细胞凋亡保护作用的机

理研究 
肇庆学院 李方晖 

226 基于手性顺磁性配体与抗磁性配体的稀土单分子磁体的合成及磁性调控 肇庆学院 胡鹏 

227 基于烹饪工艺的营养学自主创新能力构建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冯丽娜 

228 两类带导数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的奇异解的研究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钟澎洪 

229 旗传递非对称设计的分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田德路 

230 用于重金属毒性分析与解毒药物筛选的微流控芯片新平台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杨剑萍 

231 电控柴油机节能控制技术研究 广州航海学院 李聚保 

232 基于变频控制策略优化的船舶谐波动态抑制与节能新技术研究 广州航海学院 宋艳琼 

233 软土地基双排钢板桩围堰力学特性研究 广州航海学院 宋博 

234 油船油舱油品蒸发动力学研究 广州航海学院 张志斌 

235 湿热地区建筑隔热性能及节能效益分析与研究------以广州为例 广东白云学院 方玲 

236 多目标人工蜂群算法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白云学院 向毅 

237 嵌入式智能插座控制系统研究 广州工商学院 宋宗峰 

238 Kinect 体感交互技术在食品检测实验中的应用研究 广州工商学院 朱荣 

239 基于二维码的智能末端配送系统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王冬良 

240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的建筑物自动提取技术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陈红顺 

241 可穿戴式肩周炎激光治疗仪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裴雪丹 

242 动态云计算架构下的人体运动感知技术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韩迪 

243 高效汽车尾气净化用结构可控纳米复合氧化物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刘洪博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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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申请书(自然科学) 
 

 

 

项� 目� 类� 别：� 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项� 目� 名� 称：� 可穿戴式肩周炎激光治疗仪的研究� � � � � �

学� 科� 分� 类：� 电子与通信技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 裴雪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手机:� 13697760442� � � � � � � � � � � � � � � � � � � � �

所� 在� 学� 校：�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盖章)� � � � � � � � � �

 

 

 

 

广东省教育厅制 

二〇一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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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公告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 

·关于组织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转发《2017年广东哲学社会科  

·关于我校2014-2016年度广东  

·转发《广东省教育厅科技厅关  

·转发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  

·转发省经信委关于推荐智能制  

[06-05]

[06-01]

[05-23]

[05-17]

[05-15]

[05-12]

  

广东省教育厅公布2016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日期：2017-04-10 17:54:45  发布人：kjc  浏览量：136   

通知公告 >> 正文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2016年度高校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立项名单,我校获批立项的项目如下: 

 

  

                                                                                                 科技处 

                                                                                              2017年4月10日 

下载地址(点击下载)： 

点击本地下载    资源大小： K     下载次数：310次 

核发： 点击数：136

上一篇：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 

下一篇：转发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 

返回首页 关闭页面

版权所有 @ 北京理工大学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6号图书馆10楼 519088 
电话：0756-3622801 Email：zhbitky@126.com 

页码，1/1(W)w

2017-6-9http://kejichu.zhbit.com/index.php/cms/item-view-id-14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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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分组： 11.信息科学领域一 版本号： 001 

所属领域编号: 11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 

申请书(自然科学) 
 

 

 

项 目 类 别： 特色创新项目(自然科学)              

项 目 名 称： 用于风力发电的新型激光测风雷达      

学 科 分 类： 电子与通信技术                      

项目负责人： 孙鲁                              

负责人手机: 13318971973                     

所 在 学 校：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盖章)          

 

 

 

 

广东省教育厅制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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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分组： 11.信息科学领域一 版本号： 001 

所属领域编号: 11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申请书(自然科学) 
 

 

 

项� 目� 类� 别：� 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项� 目� 名� 称：� 基于图像处理的镜头 MTF 快速测试系统

学� 科� 分� 类：� 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 安玉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手机:� 15919243023� � � � � � � � � � � � � � � � � � � � �

所� 在� 学� 校：�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盖章)� � � � � � � � � �

 

 

 

 

广东省教育厅制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04-28]

[04-08]

[03-28]

[03-07]

[03-05]

[02-06]

新闻公告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 

·2018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公 

·转发关于2017年度广东省教育 

·转发2018年度省社科规划“外 

·转发关于2018年广东财政科研 

·珠海市科协关于2018年科技惠 

·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广 

  

通知公告 >> 正文 

转发关于2017年度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平台和项目拟立项名单的公示 

日期：2018-04-08 10:10:22  发布人：kjc  浏览量：62 

为贯彻落实《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实施方案（试行）》和《广东高校
项目与成果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试行）》，2017年广东省教育厅结合“创新强校工程”的
组织开展了各层次、各类型平台、项目的遴选认定工作。经学校推荐、广东省教育厅
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拟批准培育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省普通高校农用绿色精
学品重点实验室”等28个科研平台，本科类高校华南农业大学“霉菌毒素生物防控基础理
究团队”等1314个科研项目、高职高专类高校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功能性建材绿色制
综合应用创新团队”等551个科研项目（具体名单见附件），现予以上网公示。

公示期从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11日，共5个工作日。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入选
存在疑问或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我厅提出。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
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单位真
称(加盖公章)、联系人、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

异议受理单位：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邮编：510
联系电话：020－37628271、37627742。
通知原文链接：
http://www.gdhed.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jyt/tzgg/201804/517226.h

 

 

下载地址(点击下载)：

点击本地下载    资源大小：200 K     下载次数：24次 

核发： 点击数：62

上一篇：2018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公告

下一篇：转发2018年度省社科规划“外语学科...

返回首页 关闭页面

版权所有 @ 北京理工大学

首页 >> 新闻公告 >> 通知公告 >> 详细内容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6号图书馆10楼 519088
电话：0756-3622801 Email：zhbitk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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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3D打印中三维扫描数据修复与重构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黄静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208 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业机器人位置伺服控制研究 彭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09 深海输油管线钢凝固机理及应用效果研究 齐新霞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10 基于膜技术磁性碳纳米复合材料的微污染湖库水环境治理技术研究 王磊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11 芍药苷预处理对大鼠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细胞凋亡及自噬的调控作用 秦书芝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12 基于超分子自组装原理的药物纳米共晶的合成及其对药物性能的改善研究 张晓明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13 复方非瑟酮美白祛斑微乳凝胶制备及其体外功效评价研究 张素中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14 鞣花酸调控非小细胞肺癌增殖凋亡的作用机制研究 刘琼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15 基于物联网及信息融合算法的智能电梯控制系统研究 何忠礼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16 压缩域数字图像验证技术研究 洪维恩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217 激光粉末烧结材料强化工艺研究 潘健怡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18 电动汽车馈能悬架的研究与开发 李长玉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19 宝石热处理工艺初探-以紫水晶、绿柱石、锆石和葡萄石为例 岳素伟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20 数字视频篡改被动取证技术研究 甘艳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221 信息熵与灰色系统理论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田桂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222 智能三控助步车的研发 邓保青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223 机器视觉算法及其应用 王晓旭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院

224 基于主题聚焦网络爬虫的3D模型搜索引擎技术研究 吴永 广东开放大学

225 工业机器人抛光打磨单元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吴立华 广东开放大学

226 基于FPGA的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相位调制器驱动电路的设计研究 卫静婷 广东开放大学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姓名

所属学校

1 具有层级形态结构的高性能HDPE复合材料制备成型及其微孔发泡行为研究 况太荣 华南理工大学

2 丝印字符缺陷检测平台和通用算法 胡志辉 华南理工大学

3 镁基核壳结构复合储氢材料的构建及其反应的TEM原位观察与分析 崔洁 华南理工大学

4 南海环境中筏式波浪发电装置水动力性能分析及构型优化设计 焦甲龙 华南理工大学

5 适应功率注入相关随机性的电力系统鲁棒调度方法研究 李志刚 华南理工大学

6 熔盐堆多尺度多物理耦合研究 李志峰 华南理工大学

7 基于随机激励下包装系统动态响应非高斯特性的概率设计方法研究 杨松平 暨南大学

10.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自然科学）认定结果一览表

Administrator
高亮



238 内生真菌对五爪金龙耐盐性影响研究 朱敏杰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239 新型脲键β -环糊精类手性分离材料的研制及其拆分机理分析 林纯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240 脑电波特征变化与疲劳度相关性的研究 彭宇帆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241 自适应无线电能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钱强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242 面向高移动通信抗干扰技术的低碰撞区跳频序列设计及应用
周李梦

男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43 有机无机有序纳米异质结中几何形貌、分子聚集态的研究 张智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44 基于超快激光直写法的光纤光栅的设计和制备研究 李志莉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45 基于色散管理的2um波段锁模掺Tm光纤激光器研究 潘新建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46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调控和解析的高品质发酵麦胚提取物的制备研究 郑子懿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247 基于导航定位技术智能无人机的研究 曹宇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48 基于CFD的釜式反应器流动特性研究 李青云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49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精度三维场景重构技术研究 方宇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50 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山茶油掺伪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 荣菡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251 无人机上的图像处理 王舒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52 电动汽车双电机容错驱动控制方法研究 江赛标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53 高纤低热功能性香蕉食品原料的开发 刘垚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54 智能切割式山茶油果去壳机设计 蔡凯武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255 大规模病态线性方程组的高效算法及其应用研究 李红艳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

256 基于OpenCV和Arduino的两轮自平衡机器人的控制研究 黎小巨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
学院

257 川续断皂苷IV对破骨细胞分化与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刘盈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58 阳春砂AvTPS1基因在烟草中的表达及对烟草单萜化合物生物合成的调控 魏洁书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59 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的人脑复杂网络特征研究 王静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260 基于多智能体的智能视觉监控系统技术研究 许清媛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261 可见光响应光催化燃料电池用于同步处理二级出水及产电性能研究 杜奕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262 复杂山地环境的风洞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
段
静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63 自动泊车关键技术研究 张明容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64 新疆且末金山矽卡岩型透闪石岩（玉）的形成机理研究 刘喜锋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265 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 侯春娟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
学院

266 数据可视化平台的建设研究 颜远海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
学院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合作单位 负责人

1 全彩色LED显示器校调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郝亚茹

2
用于智能穿戴式电子设备的高能效电容阵列
SAR ADC结构研究与设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胡云峰

3 可穿戴智能连续血压计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日容
4 氧化石墨烯作为空穴注入材料在OLED中的应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文毅
5 基于主从逆变器的中性点谐振接地系统研制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黄健

6 基于塑料光纤烟感传感器的设计及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黄杰勇

7 电动汽车磁耦合谐振式无线充电系统设计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景玉军

8
环保节能型LED光固化油墨体系的研究及产业
化应用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中益油墨涂料
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
大学

陈新

9 防晒剂纳微胶囊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李平辉

10 水性丙烯酸/聚氨酯油墨的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喻冬秀

60 射频无源测温系统开发 中山北京理工大学研究
院

喻武龙

61 基于云服务的远程电子听诊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刘咏梅

62 基于图像处理的嵌入式模具保护系统的研发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黎冬媛

63
基于子目标排序的增量式智能规划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梁瑞仕

64
基于改进决策树和数据采集优化的快速网络
入侵检测系统的研发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梁本来

65
基于生物特征和同态加密技术在移动支付中
的应用研究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刘雪燕

66 汽车空调压缩机皮带轮尺寸测量系统设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刘艳

67 康复机器人肌电刺激关键技术研究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广盛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廖伟强

2016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项目（高校、事业单位）拟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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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TLAB 的光学实验仿真系统 V1.0>> 在

2016 年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中获高等教育组

教育教学工具类软件系统三等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制作者: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黄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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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P3016180622161-01-1 

微课作品《晶体管的基本放大特性实验>> ，在2018年广东省计算机

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中 荣获高教组省级三等奖卢

参赛者:邓培铺、苏离、唐佳林

特颁此证，以资鼓励。

广 、 fP Jl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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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两江新区·重理工杯"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博弈大赛量第十一届中国计算机博弈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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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 北理珠亚马逊棋
~ ( zhbit_amazon )代表队荣获亚马逊棋项目比赛

参赛学宝:黄晓彭、陈春江、 陆以颖、 卢警校、 庄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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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廖智刘翠华张晓j寿范巳I平周酋基同学:

你〈们〉的作品〈指静脉生扬识别挨求一一一增强杨联网

身份安全〉荣获2018年"挑战杯·包Ij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

大赛

会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指导老师: 彭耀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珠 海 学 院
关于公布 2016 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

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6 年度省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196 号），

我校航空学院黄嘉豪“多旋翼飞行器载运的设计与实现”等

35 个项目获省教育厅审批立项为 2016 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现将批准立项项目予以公布（见附件），

并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

2、自省教育厅发文之日起，即视为项目启动。

请各有关单位督促各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立项项目的建

设内容、任务、周期、应达到的预期成果的要求，切实做好

立项项目的建设工作。

联系人：王勇，联系电话：3622732

附件：2016 年度我校获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立项项目一览表



教务处

2016 年 9 月 1 日



2016年度我校获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一览表
高校顺序高校代码 高校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项目负责人姓名

3680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1 多旋翼飞行器载运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黄嘉豪

3681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2 水上救生无人机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邓利娜

3682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6 基于车载自组网（VANET）的车辆协作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柯锦超

3683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5 基于单片机的新型智能垃圾桶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郑锦辉

3684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7 多规格快速包装机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洪树锋

3685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3 一种用于实战的多功能侦查无人机的制作技术 创新训练项目 徐启航

3686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4 实用化的物联网化婴儿看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周恒旭

368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5 三旋翼机架结构与其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吴杰章

3688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7 基于上下文增量学习的APP使用预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朱冠州

3689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8 基于云平台的养老护理原型系统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廖晓斌

3690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09 “ 码上寻物” 创业实践项目 李嘉铭

3691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0 “悠行”高校单车服务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 范成镇

3692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1 O2O模式下的社区医疗服务原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周宇鹏

3693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2 环氧乙烷灭菌指示油墨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田韩

3694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3 新型天然无毒染发剂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张咏仪

3695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4 木棉花红色素的提取及变色唇膏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 朱敏倩

3696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5 木质素/聚乳酸共混改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黄丹敏

369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6 光降解塑料袋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颜百愉

3698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7 生物降解PCL改性PLA及其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张煜升

3699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8 基于MATLAB的超声波声场模拟及可视化研究创新训练项目 谭智源

3700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19 智能LED照明系统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苏楚怡

3701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0 基于Cortex-M3激光琴的喷泉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丘健威

3702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1 超宽带室内定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牛贺龙

3703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2 智能光子医疗手环 创新训练项目 李梓铭

3704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3 独立学院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调查 创新训练项目 陈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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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5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4 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学分认定系统设计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 姚杰润

3706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6 便携式半自动汽车轮胎换胎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吴学龙

370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8 基于GIS的指路标志自动生成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林幸镅

3708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29 基于STM32的桌面型并联机器人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陈增霖

3709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0 一种新型无线抄表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雷锦锯

3710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1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鞋架 创新训练项目 吴金锴

3711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2 基云平台的手机认证一体式道闸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陈壮义

3712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3 基于cubieboard智能门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陈泽明

3713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4 机械信息自动送餐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杰辉

3714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13675035 基于labview的四轴方队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何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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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711545026 酷蝶毕业纪念品交换二手自行车资源回收流转创业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46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711545027 Eatting 创业实践项目

46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711545028 艾己养生馆 创业实践项目

46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711545029 “25小时”不打烊头脑风暴基地 创业实践项目

46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711545030 智能健身 创业实践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1 基于DSP和MCU技术在小型电动车无刷电机驱动系统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2 一种耐扎、防爆轮胎内密补材料的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3 太阳能电池用超细导电银浆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4 翼桨动力模式转换多功能高效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5 一种便携式VR体验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6 磁性SiO2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在酶剂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7 基于膜技术磁性碳纳米复合材料的微污染湖库水环境治理技术研究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8 喷墨导电墨水纳米银颗粒的制备与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09 BOPP薄膜水性凹印油墨附着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0 天然植物染发剂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1 苯丙乳液基低烟密度膨胀型阻燃涂料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2 四旋翼无人机航空物流应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3 超轻型翼梢小翼的革新设计与优化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4 无人机导航制导与控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5 金刚石刀具高频自动化焊接核心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6 OWNER寻物宝 创业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7 多功能水果采摘创新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8 便民式太阳能公交站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19 新型电线电缆绝缘材料万能实验机夹头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0 用于灼热丝装置的万能试验样品支架的研制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1 智能仓库协同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2 基于云计算感应器的智能盆栽监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3 基于全景技术的虚拟现实实验室展示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4 PCB电镀生产线液位自动检测与智能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5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考勤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6 基于TensorFlow的智能股票预测助手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7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主搜索无人机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8 基于Multi-agent的微电网自适应协调控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29 激光光束质量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0 基于脑电波分析的远程控制式可穿戴设备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1  基于STM32的家用远程安全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2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互联生化药品储存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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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3 基于CMOS传感器的自动识别道路的智能车的设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4 面向“卓越工程师教育和CDIO”的多维度校企合作平台设计与实现创新训练项目

47 1367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75035 SMART HOUSE 智能建筑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1 爬壁清洁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2 基于搅拌车减少剩灰率其结构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4 基于无人机VR全景商业应用的网络链接系统的实现与应用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5 水葫芦加工再造-浮莲重生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3 基于物联网的组合式模块化智能插座的研究与实现 创业实践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6 可移动式智能植物培育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7 基于STM32F4的自动巡航六轴飞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8 基于云计算的无创血糖仪 创业实践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09 基于图像分析的虚拟鼠标研发与推广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0 合规风险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1 创新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2 珠海市人民警察公众印象调查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3 校园帮帮app 创业实践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4 广东省小区开放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5 校园即时信息平台“Elite”App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6 公共自行车入校园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7 简善工程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8 不同药渣对红平菇子实体化学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19 中空羟基磷灰石载药物缓释系统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0 光甘草定脂质体护肤霜制备及护肤活性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1 不同品种中芦荟大黄素的提取优化及抑菌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2 红平菇液体菌种优化培养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3 FAU型分子筛对污水中金属铜离子的吸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4 一种新型大气压下转化CO2为工业化学品的装置设计与效果检验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5 新型可降解环保胶带的研发及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6 工业机器人远程控制系统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7 微型六旋翼飞行器智能设备控制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8 智慧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创新研究与实现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29 “珠海星空旅游背包设计与销售有限公司”创建与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30 与VR技术结合的悬疑推理主题餐厅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31 入职日企职前培训基地的建设与开发 创业实践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32 建设互联网环境下海外游客访华旅游信息集散中转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33 易品园二手交易工作室的筹备与创建 创业训练项目

48 136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1713684034 吉珠共享单车的筹备与创建 创业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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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11545
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学院

省级 201811545038X 基于互联网＋经济下高效同城行李运输 创业训练项目 吴泳斯
2013020501
096

5

4346 11545
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学院

省级 201811545039X 有机肥的生产及应用示范 创业训练项目 刘凝
2017061401
071

5

4347 11545
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学院

省级 201811545040X 汉文化产品运营 创业训练项目 林婉如
2015020304
032

3

4348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推荐
国家
级

201813675001   激光模拟射击自动报靶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邓凯文
1501081030
23

4

4349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推荐
国家
级

201813675002
大载荷固定翼无人机梯形机翼平面形状优化
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范睿
1601091067
98

5

4350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推荐
国家
级

201813675003 基于Wifi探针的客流统计分析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郑泽江
1602011029
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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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8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1X 北理烘焙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吕乐君
1605071041
46

5

4359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2 吹控轮椅 创新训练项目 艾俊麟
1501091002
67

4

4360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3 基于武术擂台机器人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曾杰
1601041055
79

5

4361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4X 指静脉生物识别技术-增强物联网身份安全 创业训练项目 黄俊生
1604031006
26

5

4362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5  智慧校园人脸识别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邱城铨
1602021036
52

3

4363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6
基于金属表面处理的纳米氧化锆转化膜技术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温粮宽
1605051053
10

4

4364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17 基于电磁传感器技术智能车的研究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方庆林
1601051010
6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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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25 运用iBeacon定位之物联网位置管理系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罗家奎
1602021035
93

3

4373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26 新型滚筒支撑版式爬梯拉杆箱 创新训练项目  萧志永
1504061050
98

4

4374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27
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山茶油掺伪快速检测
方法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罗懿
1505071027
83

2

4375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28
重金属捕捉剂在实验室/工业重金属废水处理
中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廖晓瑜
1505031012
60

5

4376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29
基于协同式神经网络的电力协调控制专家系
统

创新训练项目 吴良弼
1501091003
43

4

4377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30 基于互联网生活+的生鲜配送速递柜 创新训练项目  陈振浚
1601051010
63

3

4378 13675
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

省级 201813675031X 有机咖啡的互联网模式探索 创业训练项目  姜春雨
1602051063
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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