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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指导计划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21B180001 棉属 LTR 反转录转座子捕获基因的全基因组分析 安阳工学院 刘震

21B230001 氟铅联合暴露下斑马鱼肠道菌群与氧化应激的研究 安阳工学院 王国栋

21B430001
金属有机骨架/石墨烯与储氢合金的无缝集成在镍氢电池中

的应用
安阳工学院 李苗苗

21B430002 锌电积用新型阳极材料关键技术开发 安阳工学院 王杰丰

21B470001 真空锅炉内新型高效冷凝换热特性研究 安阳工学院 冯国超

21B470002 基于国六法规的天然气/柴油双燃料发动机的研究与开发 安阳工学院 李松

21B520001
基于昇腾智能计算平台的多维特征融合的疲劳驾驶行为辨

识研究
安阳工学院 韩毅

21B590001
科教融合下航空维修类专业“1+2+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

索——以安阳工学院为例
安阳工学院 杨庆祥

21B610001 固定源排气中可凝结颗粒物监测技术及采样仪器设备研究 安阳工学院 王春艳

21B510001 基于 STM32+FPGA 的机器人伺服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安阳学院 未庆超

21B110001 基于深度学习和相关滤波的视觉目标跟踪研究及其应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朱建章

21B630001 地方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全流程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与实践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国政

21B140001 新型卤素钙钛矿材料光电性质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王三军

21B150001
基于铁系元素的新型分子催化剂的高效人工光化学产氢体

系的构建与产氢应用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会勤

21B180002 苹果废弃果渣的资源化利用及苹果多酚对肥胖的干预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付瑞敏

21B910001 黄河流域高质量生态保护监测体系建设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夏长会

21B190001 后疫情时代基于心理大数据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研究 河南城建学院 孙素梅

21B480001 一拖多空调服除湿降温系统研究与开发 河南城建学院 赵丽霞

21B510002 基于 HHT 的声纹信号检测识别智能评教系统研究 河南城建学院 贺伟

21B560001 装配式再生混凝土框架自保温墙体抗震性研究 河南城建学院 张锋剑

21B560002 建筑垃圾改良膨胀土作为路基填料设计理论及工艺技术 河南城建学院 翟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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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560003 消能型内填再生混凝土钢连梁试验研究 河南城建学院 周海涛

21B610002
基于麦秸秆生物炭复合催化剂可调控制备及催化过硫酸盐

降解抗生素研究
河南城建学院 吴俊峰

21B610003
不同时空尺度下氨氧化微生物在根际沉积物和植物腐解过

程中的多样性及其形成机制
河南城建学院 胡红伟

21B150002 铜铟镓硒异质结薄膜的脉冲电化学沉积机理及其性能研究 河南大学 庞山

21B150003 球形二氧化硅微粉的改性制备及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 河南大学 牛利永

21B530001 TiO2-Beta 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降解抗生素性能研究 河南大学 汤雁婷

21B79000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 河南大学 纪鸿超

21B880001 生命教育课程研究与开发 河南大学 王定功

21B33000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研究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吕敏

21B360001 白屈菜红碱抗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机制研究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魏金凤

21B520002 优化加权多视角 k-means 聚类算法研究及应用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贺艳芳

21B520003 基于社交网络的舆情监控的应用研究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李莉杰

21B880002 教育大数据背景下学习行为数据链的分析与研究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郭军成

21B140002 基于四甲基苯硫酚修饰Mg掺杂ZnO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性能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陈铃

21B413001 基于滑模控制的轮式机器人轨迹跟踪技术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任鹏飞

21B460001 多场耦合下压电执行器非线性机理及其应用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孟育博

21B540001 驻极纳米纤维过滤材料的优化制备及应用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贾琳

21B540002
高效耐高温聚酰亚胺/PAN 预氧化芯-壳结构纳米纤维滤料开

发及其应用
河南工程学院 于宾

21B580001 隧道弃渣机制砂自密实高性能混凝土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 河南工程学院 秦道天

21B413002 基于深度学习的电力巡检机器人智能仪表读数系统研究 河南工学院 高雅昆

21B430003 高强Al-Cu-Li合金板材轧制成形过程中的组织演变及性能调控 河南工学院 王会敏

21B470003 新能源汽车用锂电池组健康状态预测关键技术研究 河南工学院 李婕

21B470004
纳米改性聚酰亚胺复合绝缘沿面闪络气-固耦合作用机理及

应用研究
河南工学院 王卫东

21B480002 宽温区小温差高效液态空气储能系统流程分析与优化 河南工学院 孔春辉

21B610004 基于原位钝化和叶面阻隔的污染农田小麦降镉技术研究 河南工学院 蔡寒玉

21B630002 基于消费者行为视角的扶贫电商营销策略研究 河南工学院 王世胜

21B110002 非局部可积发展方程孤子解的研究：Riemann-Hilbert 方法 河南工业大学 徐思齐

21B140003 纳米氧化锰/石墨烯柔性电极材料在水系锌离子电池中的应用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田伟峰

21B140004 室温非临界倍频用四价掺杂的掺镁铌酸锂晶体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孔腾飞

21B550001 芝麻蛋白胶黏剂制备关键技术 河南工业大学 马宇翔

21B610005
基于短程硝化/反硝化技术的生物深度脱氮反应器及智能控

制系统的开发
河南工业大学 吴朕君

21B430004 氟石膏基胶结材料在黄河控导工程加固中的应用研究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

职业学院
张耀辉

21B890001 “健康中国”背景下体育服务业人才培养研究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

职业学院
王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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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520004 土地环境高分遥感图像智能识别技术研究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王伟

21B413003 基于“互联网+”的中药材信息管理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林生

21B460002 基于视觉感知的工业机器人拋磨路径规划研究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任燕

21B510003 MEMS 压力传感器及应用技术研究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成俊

21B880003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河南省教师信息化素养现状与培育体系研究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锐

21B460003 基于 PLC 的气密液压检测系统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张景杰

21B535001 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气密性能检测技术研究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王胜

21B880004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职教集团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研究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刘亚同

21B430005 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MnxFe1-xPO4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赵南南

21B520005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职线上教学生态模型构建与评价机制研究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华英

21B570001 复杂立地条件下黄土边坡固结植生生态护坡技术应用研究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金巧兰

21B580002 基于机动车空气动力学特性的大气污染物动态捕捉技术研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朱涛

21B580003
环保型非氯盐类融雪剂（除冰液）对沥青路面耐久性长期劣

化行为机理研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兆仑

21B580004 河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人才发展重点研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轩

21B880005 河南高职院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玮

21B110003 不可压 Oldroyd B 型粘弹性流体的高效稳定有限元算法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张运章

21B180003
典型石油污染场地中石油烃降解菌的分离、鉴定及土壤修复

条件的优化
河南科技大学 曹青

21B320001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健康管理模式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患者运动恐惧感及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马丽丽

21B413004 语音交互式家居环境智能控制系统 河南科技大学 吕进锋

21B460004
数据与特征聚合的地铁牵引电机轴承故障萌生演变机理及

智能诊断方法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徐彦伟

21B530002
分子氧氧化法制备次磺酰胺橡胶硫化促进剂过渡金属碳催

化剂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郭亚菲

21B210001 海藻酸钠和氯化钙的镉包埋技术研发及应用 河南科技学院 陈碧华

21B890002 体育核心素养视域下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转变的研究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朱国政

21B520006 基于大数据的河南省大学生网络行为分析与舆情监控研究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张建英

21B413005 基于云平台的煤矿电网继电保护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王新良

21B420001 基于夜光影像的河南省城市等级分类与空间分析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赵宗泽

21B440001 中煤反击破碎再选关键技术及工艺参数匹配 河南理工大学 刘瑜

21B470005 基于原子稀疏分解的高压断路器振动信号特征提取方法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刘景艳

21B520007 基于 hadoop 平台的高校学生行为挖掘方法 河南理工大学 王海涛

21B610006 低强度微气泡旋流气浮油水分离技术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刘剑飞

21B620001 数据驱动下综合管廊安全运维双重预防体系智慧管控平台研发 河南理工大学 高保彬

21B180004 德沃斯氏菌降解呕吐毒素活性物质分离提取及菌制剂开发利用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李京

21B180005 氧化葡萄糖酸杆菌转化玉米秸秆同步产糖酸的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周平平

21B180006 应用阵列等电聚焦电泳技术进行肉新鲜度检测的开发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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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220001 百合对盐碱胁迫的生理响应机制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杨雨华

21B230002 促吞噬肽修饰木瓜多糖纳米粒对树突状细胞作用分子机理的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郭振环

21B230003 基于时域和空间特征的母猪分娩行为视频识别技术与系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杨志晓

21B230004 猪瘟病毒 E2 蛋白纳米包涵体抗原制备及免疫原性评估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徐志坤

21B230005 怀地黄废弃物饲料添加剂质量标准及其对肉鸭的作用机理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程茂高

21B230006 大型环状舍肉牛福利养殖效果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惠雪

21B230007
中药复方归芪附子汤靶向阻断 PEDV 嵌入仔猪小肠黏膜上皮

细胞受体 pAPN 的机制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王雪飞

21B790002 河南省高校投入传出效率与经济耦合协调动态发展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路远方

21B880006 新时期河南省高校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研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郭向阳

21B150004 液滴在单端固定弹性基底上的撞击动力学及撞后行为应用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王顺

21B180007 黄体酮对干旱胁迫下玉米幼苗光合性能的调节机理研究及应用 河南农业大学 薛瑞丽

21B210002 糯米香茶驱虫活性成分解析及其应用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刘向阳

21B210003 咖啡短体线虫效应蛋白 Pc-CD 的功能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王珂

21B520008 河南省冬小麦干热风灾害年型预测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李艳玲

21B550002 燕麦抗冻蛋白对速冻饺子皮冻藏期间品质调控机理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张艳杰

21B790003 要素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升级与河南省经济增长 河南农业大学 王灿

21B890003 补充支链氨基酸对运动造成的延迟性肌肉酸痛的作用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唐大鹏

21B210004 豫东潮土大蒜-玉米轮作区减肥增效技术集成研究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王立河

21B210005 葡萄钙分配特性研究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张守仕

21B150005
二维金属氧化物@MOF 复合材料的组成、界面调控及其在光催

化固氮反应中的应用
河南师范大学 徐芳

21B150006 自支撑复合电极在新型离子液体中电催化 CO2 还原的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赵扬

21B170001
黄河流域未来水资源预测及归因分析——基于 Budyko 框架

的改进和扩展
河南师范大学 赵金彩

21B480003 高镍正极材料 LiNi0.8Co0.15Al0.05O2 的修饰改性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张会双

21B880007 基于一体两翼建设模式的师范院校科普创新实践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靳来鹏

21B140005 电介质的电容率与平行板电容器电容的关系及计算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孙云娟

21B460005 基于疲劳破坏的高铁轴承寿命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边军

21B880008 智媒时代“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态构筑的关键技术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金蕾

21B520009 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与风险防范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倪斌

21B880009 基于两极定性新理念的高校在线教学效果评价模型研究与实践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杜嘉

21B310001 EPO 对 AD 模型大鼠海马神经再生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宜培

21B310002
高表达 microRNA-146a 对 2 型糖尿病诱导神经炎症及阿尔茨

海默样认知和突触损伤改善效果的研究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靳力

21B880010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培育研究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殷文杰

21B150007 木醋液的制备和畜禽养殖用木醋液复合剂的开发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柴凤兰

21B150008 基于天然植物活性蛋白的护理化妆品研发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余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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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150009 主-客体电荷转移型 MOFs 荧光材料的构筑及应用研究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赵丹丹

21B550003 基于骨素源的复合调味酱的稳定性研究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高金鑫

21B630003 高职院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对策和建议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王冠

21B560004 BIM+VR 关键技术在智慧建造中的应用研究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李建沛

21B310003 黄杞苷调控 NOX/ROS-NF-κB 信号通路抗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姗

21B320002
基于 MRI 多模态成像建立智能诊断模型在术前预测肝癌微血

管侵犯的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刘新爱

21B360002
基于 LncRNA GAS5 的金水缓纤方抑制成纤维细胞活化治疗肺

纤维化的机制
河南中医药大学 齐水水

21B360003 怀菊花总黄酮有效部位开发及其在抗抑郁方面的应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孟

21B360004 基于调控 mTOR通路改善肺细胞衰老的补肺益肾方治疗COPD机制 河南中医药大学 马锦地

21B360005
针刺背俞穴对失眠模型大鼠脑组织 PI3K/Akt/mTOR 通路信号

表达影响的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 高希言

21B880011 河南社会治理的文化观照与当代建构 河南中医药大学 吴雪芹

21B150010
介孔羟基氧化铁/大孔导电框架分级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在

钠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张新海

21B430006
医用 Mg-Zn-Ca 系镁合金表面渗锌层的制备及其耐腐蚀性能

与生物特性研究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白坤举

21B560005 提高装配式混凝土外墙板（PC 夹芯墙）早期强度的方法研究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苏红艳

21B790004 特色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鹤壁市为例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王勇强

21B570002 基于城市洪涝过程的概化水槽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晓雷

21B210006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郑焦绿城建设问题研究 黄河交通学院 李元应

21B610007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黄河交通学院 武创举

21B880012 高校思政课教师信息化素养培育体系构建研究 黄河交通学院 姚天金

21B150011
层层自组装二维 MXene/多孔碳片异质结材料及其钾离子电

池应用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石微微

21B350001 苦丁茶总黄酮对UVB辐射所致光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李丽妍

21B360006 桃花活性成分抗血栓作用及机制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张娟娟

21B430007 高储能密度电容器用弛豫铁电/反铁电复合陶瓷的制备与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李慧

21B430008 车用黄麻/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备及流变行为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姜爱菊

21B460006 基于 VR 技术的注塑模具拆装与结构分析仿真系统开发 黄河科技学院 闫盼盼

21B510004 车致桥梁振动阵列式压电俘能技术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王二萍

21B560006
郑州市老旧城区海绵城市建设中地层特性与蓄排水功能相

互关系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周栋

21B790005 农产品电商模式创新助力河南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豆晓利

21B880013 创业型大学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与对策研究 黄河科技学院 杨延杰

21B420002 基于无人机空地融合技术水利工程实景三维建模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张丹

21B510005 印制电路板内部单层天线特性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张康

21B530003 硅改性聚氨酯丙烯酸酯乳液制备及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刘伟

21B570003 基于可替代污水处理技术的引黄灌区人工湿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靳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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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630004 河南省高校众创空间建设绩效评价体系与发展研究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范龙

21B790006
创新驱动不同地区高质量就业实证研究——基于东、中、西

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单樱子

21B130001 基于正交偏应力的静力允许应力场下的延性材料宏观准则研究 黄淮学院 齐平

21B140006 应力调制对二硫化钼的太赫兹透射特性的研究 黄淮学院 梅红樱

21B150012 光催化降解法去除养殖废水中有害成分的研究与应用 黄淮学院 徐启杰

21B430009 基于冶金调控的钛/钢异种金属激光焊接工艺与机理研究 黄淮学院 张亮

21B460007 复杂刀具状态在线监控及预警系统研发及应用研究 黄淮学院 高海宁

21B530004 多级孔分子筛 ETS-10 负载过渡金属催化转化造纸废液 黄淮学院 丁亚龙

21B530005 超临界溶剂协同离子液体/镍基催化剂在花生壳加氢液化中的应用 黄淮学院 陈清泰

21B560007 基于智能检测的智慧城市防灾减灾系统研究 黄淮学院 辛酉阳

21B790007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控制权私利与盈余管理问题研究 黄淮学院 屈晶

21B150013 基于 Aza-witting 反应构建氮杂环化合物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生

21B150014 富硒食品中硒代氨基酸 HPLC-ICP/MS 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卢鑫

21B450001 含矾半钢旋转脱硫工艺优化研究与实践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荣

21B52001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科研成果转化云平台设计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申玉霞

21B880014 河南省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路径创新研究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崔艳艳

21B440002 基于深度学习的煤矿井下瓦斯涌出量预测 焦作大学 张志刚

21B520011
基于深度学习的区域性大型实验设备仪器共享平台的优化

方案研究
焦作大学 陈冰

21B790008 河南黄河流域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焦作大学 余静

21B790009 生态美学视域下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研究 焦作大学 刘际平

21B880015 以“三教”改革为指导的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内涵建设路径研究 焦作大学 拜亚萌

21B180008
河南广义真藓属（Bryum s.l., Bryaceae）分类和分子系统

学研究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刘永英

21B880016
农村小规模学校师资发展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基于优质

均衡视角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王法权

21B880017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南省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质量

提升研究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张燕子

21B430010 缺陷态氧化钛制备及其在开封地区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开封大学 刘进

21B470006 刚玉尖晶冶炼炉控制系统设计 开封大学 曹红英

21B560008 再生 EPS/脱硫石膏轻质墙体材料的制备与性能优化 开封大学 刘俊华

21B560009 开封地区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应用研究 开封大学 苏彩丽

21B610008 HCl-FeCl3 非氰提金体系应用基础研究 开封大学 师兆忠

21B870001 以中原文化助推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 开封大学 叶飞

21B880018 基于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

学院
李卫芳

21B880019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研究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孟亭含

21B790010
基于“互联网+精准扶贫”背景下网络直播在农产品销售领域

的现状与策略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张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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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880020 文化资本理论下中国古典诗歌的外宣翻译体系构建研究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李亚峰

21B130002 轨道交通钢轨调谐吸振器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李晓露

21B430011 铝基高分子复合材料航空弯曲件柔性调控挤压成形工艺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石磊

21B430012 快速凝固多元 TiAl 基合金相组成及组织演化规律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柳翊

21B510006 传感网中基于 RFID 智能农牧业数据溯源分析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董汉磊

21B520012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移动机器人系统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张伟民

21B560010 方钢管柱-H 型钢梁非焊接单边螺栓连接节点抗震性能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布欣

21B610009 吸附催化一体化设备开发及其在制药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洛阳理工学院 刘琼

21B880021 非遗保护视域下豫西革命歌曲的“活态化”传承机制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辛颖

21B140007
有机太阳能电池中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材料的虚拟筛选与

性能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 陶亚萍

21B550004
蜂蜜蜂种来源鉴别与蜂蜜质量控制的方法研究及其在生产

中的应用
洛阳师范学院 马永杰

21B610010 海泡石基光催化材料的研制及成型技术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 袁巍巍

21B630005 河南数字出版的 IP 运营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 于正凯

21B880022 基于 GA-AHP 权重的高职院校在线教育绩效 FCE 评估研究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贾大明

21B310004
环指蛋白 113A 通过 CXCL12/CXCR4/Akt/ERK 通路调控宫颈鳞

癌增殖机制研究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宋佳玉

21B320003 消化道粘膜清洁度对内镜诊断早期肿瘤性病变的影响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小华

21B320004 三羟乙基芦丁对大鼠颈脊髓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刘雅普

21B880023 新时代医学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研究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艳

21B535002 大表面高反射率高动态范围三维形貌非接触测量技术研究 南阳理工学院 毛翠丽

21B79001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南阳理工学院 杨磊

21B510007 便携式微型智能投影学习系统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汪鑫

21B120001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在工业品质量缺陷检

测中的应用研究
南阳师范学院 刘伟

21B130003 聚脲抗冲击特性及动态本构模型参数研究 南阳师范学院 武宇

21B140008
卤氧化铋固溶体的可控合成及其可见光催化降解南水北调

水源污染物的研究
南阳师范学院 王爱华

21B880024 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高校教师信息化素养培育体系构建研究 南阳师范学院 王燕

21B320005 基于“SCE”项目管理法的护理专业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应用研究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吕云玲

21B360007
基于 UHPLC-Q-TOF-MS/MS 技术及数据挖掘策略的鬼针草聚炔

类成分研究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庄果

21B630006 河南科技人才强省发展战略研究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马帮敏

21B460008 无人机在猕猴桃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研究 南阳职业学院 李爽

21B630007 民办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研究 南阳职业学院 韩万兵

21B880025 基于“五个对接”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南阳职业学院 马淑欣

21B880026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在线教育学习投入与效果研究：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
南阳职业学院 吕镇洋

21B440003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智能化采煤职工培训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 王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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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

21B530006 新型己二酸结晶工艺及装备的优化研究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吴济民

21B110004 禁用子图与图的导出匹配可扩性研究 平顶山学院 惠志昊

21B210007 响应低温胁迫的韭菜抗寒 miRNA 筛选及表达特征分析 平顶山学院 陈明辉

21B220002 毛竹 PheNAC3 基因参与干旱和盐胁迫应答的调控机制研究 平顶山学院 谢丽华

21B310005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行为学与 T13-S1 脊段 5-羟色胺

及其受体亚型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平顶山学院 郝丽亚

21B430013 环氧树脂基多维氧化铝复合材料的微结构设计及其导热性能研究 平顶山学院 施雪军

21B510008 智能重量分拣机器人的应用研究 平顶山学院 杜豪杰

21B520013 社交媒体用户群体情绪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平顶山学院 单冬红

21B520014 基于 SVM 和贝叶斯网络的法律案件文本分析推荐系统的研究 平顶山学院 郑浩

21B520015 基于物联网的校园疫情防控管理系统建设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姚东永

21B110005 不确定分数阶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杨文贵

21B460009 成形砂轮修整器设计与齿轮磨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王素粉

21B510009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器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潘晓贝

21B550005 杜仲叶超细粉的研制及其在面制品生产中的应用与推广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陈书明

21B560011 新常态下人力资本积聚驱动河南省建筑业转型升级研究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光辉

21B520016 区块链架构下救灾物资实时审计系统的研究 商丘工学院 马光富

21B560012 高分子材料(SH)及石灰固化重金属污染土耐久性试验研究 商丘工学院 余沛

21B620002
顶部排烟与纵向通风协同作用下的隧道火灾回流烟气蔓延

特性研究
商丘工学院 赵兰英

21B140009 基于高介电常数毫米波介质陶瓷滤波性能的优化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 张文星

21B150015 基于分子内协同效应设计掺杂型 RuSe2 用于电催化析氢反应 商丘师范学院 王科峰

21B230008 抗食源性弯曲杆菌噬菌体的筛选及应用 商丘师范学院 席丽

21B630008
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建立解决河南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

制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 张中强

21B880027 大数据背景下区域教育治理路径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 徐林

21B310006 HIIT 对大鼠骨骼肌蛋白合成与分解的影响研究 商丘学院 刘建

21B56001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改良生土房屋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商丘学院 王百田

21B310007
玉米须总黄酮对高尿酸小鼠及肾脏转运蛋白 URAT1、GLUT9

表达的影响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黄宇涵

21B320006 一种基于数字化三维模型配准原理制作种植导板技术的探究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吴秦

21B360008
补肾调周法联合针灸、二甲双胍治疗肾虚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的临床研究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雪莉

21B360009 疏肝利湿调经汤联合促排卵治疗青春期功血的临床研究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华杭

21B880028 习近平的健康观对推进健康中原建设的启示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班珂珂

21B480004 FSC 纯电动方程赛车车身轻量化技术应用研究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吉文哲

21B880029 基于泛雅平台的在线开放课程智慧学习模式研究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楚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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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880030 巴基斯坦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赵勋

21B520017
基于 Hadoop 视频大数据治理的城市巡防警情画像分析及预

警推送技术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杨浩杰

21B520018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恶意流量分析技术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孟彩霞

21B580005 基于复杂交通场景目标检测的自适应优化聚类方法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王璐

21B620003 基于微生物矿化沉积的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强化试验及机理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李景山

21B630009 国家战略背景下黄河流域水上警察完善对策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刘宝真

21B630010 河南省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创新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刘海波

21B880031 基于网络群体动力理论的公安院校思政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铁道警察学院 蔡鑫

21B180009 金银花花形基因的克隆及应用 新乡学院 李凤梅

21B430014 锂硫电池纳米功能涂层隔膜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新乡学院 谷继峰

21B470007 基于健康结构监测的电容式微机械超声换能器阵列设计研究 新乡学院 张烨

21B520019 基于区块链的大数据资产管理 新乡学院 张磊

21B560014 膨润土吸附协同光催化降解污染物机理与性能研究 新乡学院 杨萃娜

21B79001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对策研究——基于

人力资本的视角
新乡学院 郭强

21B180010 一种个体化肽核酸-肽疫苗的制备和评估 新乡医学院 许重洁

21B330002
基于移动健康平台的乳腺癌知信行健康教育早期筛查模式

构建及实证研究
新乡医学院 蒋燕

21B350002
设计合成β-半乳糖苷酶导向活化并选择性清除衰老细胞的

前药的应用研究
新乡医学院 葛春坡

21B310008 一种卵玻璃化冷冻液的研究与应用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张晗

21B210008 基于温度的灰茶尺蠖种群动态模型的构建 信阳农林学院 耿书宝

21B210009 信阳油茶炭疽病生防菌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信阳农林学院 申君

21B210010 茅苍术氮素吸收分配规律及氮肥调控技术研究 信阳农林学院 张莉

21B230009 复方牛至油纳米乳的研制及在无抗养殖中的应用 信阳农林学院 芮亚培

21B170002 低轨卫星简化动力学定轨关键问题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 张兵兵

21B880032 基于地方文化资源的高校音乐类特色课程建设与应用 信阳师范学院 刘波

21B880033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师信息化素养现状分析与提升策略 信阳师范学院 康俊

21B910002 河南省失独家庭抗逆力问题的调查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 侯秀丽

21B110006 若干类随机变量序列的完全收敛性的研究 信阳学院 付宗魁

21B150016 有机巯基小分子-纳米金比色探针测定重金属离子的应用研究 信阳学院 毛丽惠

21B180011
黄河下游游荡式嫩滩土壤微生物对氮和除草剂的敏感性及

其环境效应
信阳学院 余炎炎

21B180012 油茶粕多糖分级纯化和生物活性研究 信阳学院 李欢

21B630011 新时代河南省红色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信阳学院 杨子泉

21B630012
文化自信导向的黄河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践行路

径研究——以黄河流域河南省域为例
信阳学院 王冉

21B790013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农产品跨境电商物流系统优化研究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郑海燕



— 40 —

21B110007 分数阶发展方程的高性能计算及其医学领域应用研究 许昌学院 王芬玲

21B130004 SIR 模型的时滞斑图动力学及控制研究 许昌学院 杨文杰

21B150017 多酸基生物质碳材料的制备与电催化性能研究 许昌学院 侯玉姣

21B150018 金属Co化合物的合成及其作为信息存储材料用CVD前驱体的性能研究 许昌学院 张羽翔

21B150019 材料的有序重构以及在光电功能体系中的应用 许昌学院 韩培林

21B170003 各向异性介质弹性波频率域高效率数值模拟 许昌学院 岳晓鹏

21B420003
基于卫星重力观测的黄河中下游流域陆地水储量变化和干

旱情况研究
许昌学院 易航

21B420004 基于激光点云数据的单圆盾构地铁隧道横断面虚拟测量方法 许昌学院 石宏斌

21B430015
BiOClxBr1-x 纳米片晶面及氧空位浓度依赖的可见光光催化

效应研究
许昌学院 葛素香

21B460010 机床联网智能制造平台设计研究 许昌学院 李凌乐

21B470008 航空多级式电励磁同步电机励磁电流估算方法研究与应用 许昌学院 栗伟周

21B470009 光伏发电系统效率提升的关键技术研究 许昌学院 王红艳

21B550006 高温肉制品中胺类有害物的控制研究 许昌学院 肖付刚

21B560015 考虑材料属性的岩质颗粒破碎机理及其工程性能强化研究 许昌学院 徐可

21B580006 道路交通空气污染对主动出行人群健康的影响研究 许昌学院 黎明

21B880034 高校在线教育质量标准及评价模式研究 许昌学院 于康平

21B880035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高职烹饪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

学院
韩宁

21B520020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据资产管理问题研究 郑州财经学院 邹蕾

21B880036 智慧校园环境下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模型的架构与实现 郑州财经学院 丁浩格

21B790014 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研究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

学院
杨纪红

21B320007
PPAR-γ在氯化锂-匹罗卡品诱导的癫痫幼鼠中神经保护和

抗炎作用的初步探索
郑州大学 王怀立

21B320008 抗栓药物对鼻微创外科围手术期出凝血影响的实验研究 郑州大学 巴云鹏

21B320009
基于 IMB 技巧模型的健康管理方案在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

征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 叶琳

21B320010 CircularRNA调控BMSCs异常分化预防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研究 郑州大学 尚国伟

21B320011 5G 通讯联合虚拟现实技术在远程精准神经外科中的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 刘展

21B360010
加味四妙勇安汤通过血管内皮保护对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的作用及机制
郑州大学 周丽娟

21B430016 导电高分子智能复合材料的力-电响应数值模拟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 刘永志

21B530007 河南典型煤气化渣的高效分离提质技术与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 李鹏

21B880037
基于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构建的河南医务翻译人才培养

机制创新研究
郑州大学 张新

21B880038 综合类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念与艺术类行为模式教育对策研究 郑州大学 贾琳

21B890004 河南沿黄生态廊道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王占峰

21B890005 MICT/HIIT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效果比较及机制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任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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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890006 河南省城市社区老年人运动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肖勇

21B890007 核心力量练习对初中生体能的影响关系研究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张红学

21B460011 新绞合型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加工工艺及性能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殷冬冬

21B460012 基于 DCS 控制水泵测试系统研究与应用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妍缘

21B470010 多点布局电池储能系统中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的应用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喻宙

21B470011 基于分布式发电汇集的直流变压器关键技术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赵转

21B480005 吸收式大温差热力站运行特性及供热能力提升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陈江涛

21B560016 智能电网下暖通空调系统节能评价体系的研发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玉娜

21B580007 郑州都市圈一体化背景下跨境电商与物流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郝会霞

21B910003 基于加权随机森林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研究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熊霄

21B460013 医疗废物转运车智能车载称重系统研究与应用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潘爱民

21B470012 发电厂直流系统故障主动监测与隔离技术研究及装置开发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周永闯

21B630013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营销模式与策略研究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周东亚

21B880039 高等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基地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王若飞

21B150020 多糖/聚核苷酸-核酸适配体复合物的构建及其肿瘤靶向性研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段冰潮

21B413006 基于数据融合的智慧消防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许春香

21B460014 基于智能制造的机车车辆制动器柔性生产线的研发与应用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薛党勤

21B460015 基于云计算的机器人视觉隐私保护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周万春

21B480006 智能采暖监控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朱光彦

21B510010
基于双目视觉和 SVM 的智能水果采摘机器人目标识别与定位

研究及实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李红丽

21B530008 5-单硝酸异山梨酯相平衡及结晶过程研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张峻炜

21B530009 聚酰亚胺/MOF 杂化分离膜界面微结构的调控及其可控构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王保玉

21B550007 基于纽甜的零能量食用糖的研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付长亮

21B790015 黄河下游滩区河南段生态保护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郑州工商学院 葛聪

21B79001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经济合作助力河南可持续脱贫路

径研究
郑州工商学院 褚颜魁

21B350003 民间验方“松萝茶”特色制剂产品及新冠肺炎防治研究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冯亚莉

21B535003 面向智能化信息感知与连贯采摘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许洋洋

21B630014 大数据技术视域下精准脱贫攻坚有效路径研究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谷建光

21B140010 3D 垂直石墨烯的场发射研究及其应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许坤

21B510011 基于跨层的飞行自组织网络路由算法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建强

21B560017 FRP 与砌体界面粘结及剥离机理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继兵

21B580008 机场跑道全寿命性能评估的修正 MEPDG 技术与应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魏保立

21B590002 面向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的润滑油性能监测与表征方法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树豪

21B590003 飞机水废水系统电热防冰设计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贺磊

21B790017 金融科技赋能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金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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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110009 水波中两类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定解问题 郑州经贸学院 宋瑞丽

21B413007 5G 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应用研究 郑州经贸学院 王双岭

21B460023 汽车盘式制动器 NVH 影响因素及优化研究 郑州经贸学院 张雪松

21B460024 热-流-固耦合下波纹管机械密封的关键技术研究 郑州经贸学院 李宁

21B630018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减税降费促进河南省中小微企业

发展研究
郑州经贸学院 高扬

21B110008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模糊控制率的现代教学反馈评价体系的

研究与构建
郑州科技学院 吴德宇

21B460016 基于机器视觉的微型数控雕铣机智能对刀系统研究与开发 郑州科技学院 郑喜贵

21B460017 工业机器人避撞检测与安全控制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王基月

21B460018 对数螺旋锥齿轮参数化建模及其动态加工仿真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王忠利

21B460019 超声波、化学、磁流变复合精研氮化硅陶瓷滚子的加工机理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吕刚磊

21B460020 新能源纯电动矿用车车架可靠性分析平台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郑州科技学院 杨晨

21B510012 基于压电技术的低频振动能量俘获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郑州科技学院 袁玉霞

21B550008 催化动力学光度法检测食品中痕量元素的应用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郭楠楠

21B790018 创新驱动下的河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张盼

21B880040 信息化时代河南省高校在线课程共享机制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刘云

21B880041 智慧校园背景下在线教育学习绩效评估模型研究与实践 郑州科技学院 于海燕

21B880042 微时代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郑州科技学院 云中坤

21B630015 大数据技术在景区智慧旅游建设中的运用研究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陈怡

21B890008 有氧运动对AD模型小鼠神经网络特征的影响及相关分子机制研究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黄光辉

21B140011 二维半导体材料结构和性能的应力调控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焕君

21B140012 金纳米颗粒调控淀粉样蛋白聚集的动力学研究 郑州轻工业大学 谢罗刚

21B470013 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优化设计 郑州轻工业大学 宋俊

21B520021 基于软件定义云的网络安全态势评估方法研究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然

21B530010
固体催化剂表面多尺度亲疏水性能调控及其在尼龙产业中

的应用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建强

21B630016 疫情之下河南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郑州商学院 张倩丽

21B790019
中部崛起背景下“河洛古国”文旅品牌整合设计在黄河流域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融合与应用
郑州商学院 景芳芳

21B880043 基于大数据的河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语言能力研究 郑州商学院 孙冰

21B880044 大数据背景下河南省文化产业“走出去”路径研究 郑州商学院 刘灿

21B890009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南省体育精准扶贫实施困境与对策研究 郑州商学院 张元通

21B790020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用研究-基于河南省企业调研数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
王雪

21B880045
疫情下基于混合课程的 PBL 教学法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

生就业创业能力研究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
张宁

21B890010
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以郑州升

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
石丽

21B150021 MOFs 材料/纤维素基碳气凝胶过滤膜活化过硫酸氢盐降解有 郑州师范学院 王雅苹



— 43 —

机污染物的研究

21B150022
基于分子印迹聚合物功能化铋基复合电极的四环素类抗生

素光电化学传感平台的构筑
郑州师范学院 李永宇

21B150023 pH 响应型主动缓蚀体系构建及其防腐蚀性能研究 郑州师范学院 陈燕敏

21B180013 变电站涉鸟故障研究及防治技术研发 郑州师范学院 李长看

21B210011 甘薯脱毒和病毒防治栽培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郑州师范学院 蒋素华

21B210012
干旱条件下独脚金内酯影响小麦生理代谢与产量形成效应

的研究
郑州师范学院 王言景

21B416001
时空缓释柚皮苷纳米颗粒复合胶原基材料的构建及应用关

键技术研究
郑州师范学院 李林

21B520022 去中心化物联网数据可信安全共享关键机理研究 郑州师范学院 杨艳艳

21B520023 基于 IoT 的可智充电电桩运维管理平台的设计实现 郑州师范学院 张明慧

21B310009
基于鞘氨醇激酶 1/1 磷酸鞘氨醇信号通路研究三七素抗糖尿

病肾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李娜

21B430017
镁合金表面静电纺丝海藻酸钠/含锶羟基磷灰石涂层制备及

体外降解性能的研究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冯雅珊

21B560018 基于磷酸镁水泥的无砟轨道修复材料耐久性试验研究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朱永超

21B580009 基于多源数据挖掘的高速列车司机驾驶功能状态识别建模与应用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侯园园

21B360011 异鼠李素磷脂复合物的制备及基本性质研究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陈晓敏

21B520024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苹果病虫害智能监测系统 郑州西亚斯学院 张云龙

21B520025 SDN 网络中农田图像传感数据转发效率的提升策略研究 郑州西亚斯学院 郝艳艳

21B790021 金融支持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郑州西亚斯学院 王东东

21B880046 高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策略建设与实践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陈华

21B460021 基于云端控制的汽车曲轴箱智能伺服压装系统研究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王登峰

21B520026 “智慧文旅”背景下黄河黄金文化旅游带建设研究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杨丽

21B880047 大数据助力高校教师信息化领导力培育体系建构研究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王玥
21B350004 PAMAM树状大分子负载辣椒素靶向激活棕色脂肪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郑州亚欧交通职业学院 耿阳

21B460022 基于虚拟现实的智能制造数字化孪生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郑州亚欧交通职业学院 陈光伟

21B510013 以无人机为载具的毫米波空地时变方向性信道测量方法研究 郑州亚欧交通职业学院 杨靖雅

21B880048 河南民间美术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校本特色课程实践研究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王品

21B310010 有氧运动对肥胖大鼠肝脏 LEPR 的影响研究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钱亚辉

21B880049 高校在线教育绩效评估模型研究与实践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兵

21B470014 高性能磁控形状记忆合金式智能交流接触器关键技术研究 中原工学院 赵冉

21B510014 基于云平台的射频无线测温系统的研制 中原工学院 路向阳

21B520027 大数据环境下的 APT 攻击检测技术的研究 中原工学院 杨要科

21B520028 ECG 心电大数据的智能辅助标注研究与应用 中原工学院 张冲

21B570004 既有钢筋混凝土渡槽结构健康诊断与可靠性评估研究 中原工学院 祝彦知

21B630017 河南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能力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 中原工学院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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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880050 “新文科”教育背景下英语专业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中原工学院 姚晓鸣

21B210013 干旱胁迫下复合菌剂对小麦生长和土壤肥力的影响 周口师范学院 葛红莲

21B413008 四轴飞行器姿态控制技术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张广磊

21B416002 基于太赫兹光谱的转基因豆油快速检测模型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张凯

21B440004 掘进机截割头齿群与硬岩耦合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机理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刘伟

21B520029 云环境下数据中心的能耗优化和资源调度方法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张栋梁

21B530011 煤基乙二醇高效绿色分离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周口师范学院 殷留义

21B630019 河南省高校众创空间运行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刘颖

21B630020 基于专利对经济增长关系的河南省专利管理战略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 曹瑞丽

21B120002 基于自适应鲁棒控制的无线充电效率优化方法研究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齐俊平

21B413009 车联网环境下道路交叉口协同驾驶关键技术的应用研究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黄宇达

21B880051 大数据技术构建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张矿伟

21B880052 高职教师信息化素养培育体系建构研究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