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师范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立项 

公示 

 

    根据《关于 2018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研通字

〔201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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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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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接合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婚姻质

量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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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职工

夫妻工作家庭冲突的发展模型：纵向研究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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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1日-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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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拟立项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名单 

 

  

                                 研究生院 

                              2019年 1月 11日 

 

 

 



 

 

附件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在培养单位 立项类别 

1 

城乡接合部父母工作家庭冲

突、婚姻质量与儿童问题行

为的关系研究 

韦光彬 教育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 
急性应激对不同记忆能力个

体工作记忆表征精度的影响 
鲍未 教育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 

教育精准扶贫背景下中职院

校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宋琴敏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4 刘宋时期诗赋的演化与对举 庄亮亮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5 清水江文书契约套语研究 郑文慧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6 
贵州苗族侗族木结构房屋设

计的创新性研究 
葛焱 美术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7 “好不+AP”的构式研究 周璇 外国语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8 

贵州民企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基于五代友厚实业思想

的考察  

王洁 外国语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9 
师生共建：新时代研究生党

建模式创新研究 
张国彪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0 
新时代中国特色公民政治文

化模式建构及其机制研究 
解子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1 
贵州省贞丰县三岔河体育特

色小镇发展研究 
张潘东 体育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2 
贵州贫困地区小农户融入农

产品供应链的问题研究 
张雨桐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宗族

习惯法实证研究——以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徐子越 法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4 
新媒体语境下贵州红色文化

传播空间建设研究 
李大卫 历史与政治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5 
《列宁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及

启示研究》 
魏鸣宇 历史与政治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6 
基于深度学习的银行客户群

细分研究 
张丹丹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7 
贵州农村中学低成本物理实

验的研究——经典力学部分 
张桢梅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18 汽修厂空气中硝基苯类化合 金倩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物快速检测研究 

19 
柱撑水滑石在聚合物微孔发

泡材料中的研究 
陈陵翔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0 
贵州喀斯特地区灶螽亚属的

系统发育研究 
吕小艳 生命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1 
冠突散囊菌发酵黄芪菌质化

学成分变化及其降糖作用 
杜静 生命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2 复微分方程的解的性质 吴兴群 数学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3 几类序变换半群的相关研究 李晓敏 数学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4 
惰性气氛下钛的固溶组织演

变与性能研究 
官敬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5 

典型喀斯特槽谷区土地利用

变化与人地关系耦合协调发

展研究 

王权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6 

降雨和土地利用对喀斯特区

土壤侵蚀和径流产沙的影响

研究 

韦小茶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7 
基于生物力学的膝关节占位

器优化设计及应用 
王宏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8 
贵州喀斯特区域农业生产碳

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白义鑫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29 
池武溪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

水化学及同位素特征 
薛冰清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0 
抗缩放与抗压缩的图像隐写

算法研究 
付子爔 信息与计算机重点实验室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1 魏晋南北朝僧人诗作研究 董儒 文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2 
长征文化资源的整理与传承

研究 
王敏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3 

石漠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与居民福祉空间关联及其

效率评估——以盘州市为例 

朱昌丽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4 
喀斯特地区花椒养分迁移机

制与水肥配比技术研究 
李开萍  喀斯特研究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5 
初中生数学课堂合作问题解

决中的教师干预研究 
唐海军 数学科学学院  同意立项为学校资助项目 

36 
双职工夫妻工作家庭冲突的

发展模型：纵向研究的证据 
佘爱 教育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37 
大学城校际合作与创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平 教育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38 
从科举制度看唐代经、文之

关系 
彭健 文学院 建议自筹 



39 
绿色发展理念下贵州小微企

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张泽锋 经济与管理学院 建议自筹 

40 
消费税的社会反应与政策调

适（1927——1937） 
周彤 历史与政治学院  建议自筹 

41 

含钼/钨多金属氧簇的制备

及其催化过氧化氢氧化碘离

子的性能与机理研究 

蔡丽丽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42 
内部交易-----几类策略均

衡存在性研究 
张亮 数学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43 
改性纳米碳对喀斯特坡地水

土保持研究 
赵楚 喀斯特研究院 建议自筹 

44 
耐锰细菌的筛选、鉴定及对

作物锰含量的影响 
罗茜 生命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45 

面向水陆耦合生态系统健康

维护的水生态空间管控分区

研究——以贵州红枫湖流域

为例 

蒋啸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建议自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