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师范大学 2017 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公示 

 

根据《关于 2017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研通字

„2017‟102号)及《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规定》（研

通字„2012‟11号）等文件精神，我院开展了 2017年度研究生创新

基金课题申报工作。经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推荐、各培养单位初评、

学校组织专家组评审，拟将《杜诗画学研究》等 35项（其中硕士研

究生 30项，博士研究生 5项）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立项为学校资助

项目、《新时代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研究——以贵州省毕节

市杨家湾镇为例》等 10项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建议列为自筹经

费项目（具体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7年 1月 4日-1

月 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研究生院反映。 

电话：0851-83227109 

  

附件：贵州师范大学 2017年度拟立项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名单 

 

  

                                 研究生院 

                              2018年 1月 4日 

 

 

 

 

 

附件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在培养单位 立项类别 

1 杜诗画学研究 张东哲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 
江淮与西南地区亲属称谓对

比研究 
李少婧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 
渎职犯罪中监督管理过失责

任研究 
万伟冬 法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4 

“参与冷漠”还是“机会缺

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

边缘化问题研究 

钱士龙 历史与政治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5 
公职人员消费方式的管控及

困境（1927-1937） 
彭慧娟 历史与政治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6 

基于多重数据分析的贵州省

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模式研

究 

黄欣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7 
贵州省域内市州之间经济差

异与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彭丽丽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8 
日本儒商文化对贵州商企伦

理建构的启示作用探究 
胡素靖 外国语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9 
从多元系统论看杨宪益与威

廉〃莱尔翻译 
黄媛媛 外国语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0 

急性应激对工作记忆储存目

标信息和抑制威胁性分心信

息的影响 

念靖晴 教育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1 
苗族歪疏支系芦笙音乐文化

传承研究 
杨 超 音乐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2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高中体育校本课程的调查

研究 

赵娜 体育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3 
贵州少数民族本土化特色产

品包装设计研究 
肖金材 美术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4 

康体养生类地方特色课程开

发研究——以贵阳市中职旅

游院校为例 

杨婷婷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5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大学

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庞文兴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6 苗族贾理和谐思想研究 王永伦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7 蹇先艾都市小说研究 曹源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8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 赵春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9 
球几何上的特征值问题有效

的谱方法及应用 
谭婷 数学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0 

基于大数据的混凝土砂石骨

料粒径粒形分析评价方法研

究 

杨仕容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

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1 
禁戒跃迁对核弱相互作用几

率的计算研究 
游击林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2 
水稻植株体内游离氨基酸汞

吸收的影响研究 
庞舰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3 
银/聚吡咯复合材料的软模板

制备 
李航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4 
再生荞麦农艺性状的遗传解

析 
崔娅松 生命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5 山羊粪堆肥发酵工艺研究 贺鹏亮 生命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6 
基于耕地质量评价的退耕还

林效益研究 
杨柳英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7 
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的

建模与应用研究 
敖成欢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8 
独山锑矿矿区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土壤锑污染研究 
黄博聪 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9 
桑椹多糖抗化学性肝损伤作

用机制的初步探究 
李容 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0 
非固体钽电容器高频振动仿

真模拟与优化设计 
舒启佳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1 
皮芯结构碳化硅陶瓷纤维的

制备 
徐兆芳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2 

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土壤侵蚀评价与生态安全调

控 

何江湖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3 
八月瓜籽油水酶法提取及其

理化性质研究 
傅籍锋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4 
面向核心素养的问题情境教

学耦合性评价研究 
任旭 数学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5 
石漠化地区二元水文结构水

土-养分流失机制 
李渊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6 

新时代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

突出问题研究——以贵州省

毕节市杨家湾镇为例 

金禹 历史与政治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37 
基于大数据的贵阳市交通拥

堵治理模式研究 
郭伟伊 经济与管理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38 
功能视角下介词短语的比较

研究 
徐营营 外国语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39 
浙大在黔时期服务地方之研

究 
张杨旭 教育科学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0 唐代科举考试帖经研究 费习宽 文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1 
亚热带典型白云岩喀斯特土

壤动态变化研究 
史鹏韬 喀斯特研究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2 
基于双树复小波变换的自适

应 PCNN图像融合算法研究 
杜进楷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

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3 
基于遥感的河流 N、P污染分

析 
赵翎妗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

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4 
水稻胚芽特异表达基因的生

物信息学分析 
翟立升 生命科学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45 
污泥与磷矿废物制陶粒与功

能性吸附材料 
李佳丽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建议为自筹经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