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2017年研究生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文科：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博/硕
士）

所属学院 学科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指导教师 资助金额
（元）

2017WKXM001 教育关涉人的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向 博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原理 2017010023 徐胜阳 2017级 扈中平 5000

2017WKXM002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生态发展
研究

博士 教育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学 2017010031 杨蕾 2017级 卢晓中 5000

2017WKXM003 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职业培训制度对劳
动关系的影响研究

博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2016010027 戴江 2016级 谌新民 5000

2017WKXM004 不同国家碳税政策的选择及效果的博弈
分析
  ——基于利益游说和政府财政的视角

博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2016010033 余萍 2016级 刘纪显 5000

2017WKXM005 优秀运动员肠道菌群结构及运动负荷对
其影响研究

博士 体育科学学院 运动人体科
学

2017010066 杨雯茜 2017级 徐晓阳 5000

2017WKXM006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协同发展的研究 博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
练学

2017010067 翟宗鹏 2017级 郭永波 5000

2017WKXM007 睡眠限制条件下黎明模拟光和睡眠恢复
对个体冲动性、认知及情绪的影响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6010171 毛天欣 2016级 周国富 5000

2017WKXM008 环境光和睡眠类型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6010174 杨健 2016级 周国富 5000

2017WKXM009 早期虐待的类型和发生敏感期影响青少
年风险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6010178 朱键军 2016级 张卫 5000

2017WKXM010 道德善和心灵美的脑机制研究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7010177 程秋平 2017级 莫雷 5000

2017WKXM011 初级视觉皮层知觉编码表征的特性——
多变量模式分析的视角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7010189 王一博 2017级 刘鸣 5000

2017WKXM012 睡眠剥夺对情绪和社会功能的影响 博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7010198 周洁莹 2017级 马宁 5000

2017WKXM013 明代象山学演变考 博士 政治与行政学院 中国哲学 2016010001 邓国坤 2016级 戴黍 5000

2017WKXM014 人工智能影响法律职业发展之研究 硕士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2016020512 彭舒琼 2016级 廖丹 3000



2017WKXM015 我国医药市场反垄断规制研究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6020532 沈玩辉 2016级 张永忠 3000

2017WKXM016 未婚女性的生育保险权利研究：以广东
省为例

硕士 法学院 社会法学 2016020548 靳先楚 2016级 周贤日 3000

2017WKXM017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实证研究与法理
分析

硕士 法学院 法律（非法
学）

2016020554 陈瑶 2016级 潘星丞 3000

2017WKXM018 人类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置规则
研究

硕士 法学院 民商法学 2017020370 周崇聪 2017级 侯巍 3000

2017WKXM019 增值税税收制度研究—以电子商务为研
究对象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71 陈洪彬 2017级 丛中笑 3000

2017WKXM020 “一带一路”下我国企业所得税收法律
风险防范研究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72 陈慧华 2017级 丛中笑 3000

2017WKXM021 巡视制度法治化改革探究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76 黄萃娟 2017级 赵利、陈永
鸿

3000

2017WKXM022 公共联合采购的竞争法规制研究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79 余臻 2017级 张永忠 3000

2017WKXM023 大数据流转中的数据产权问题研究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80 张紫欣 2017级 张永忠 3000

2017WKXM024 消费行为心理学视角下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制度创新 

硕士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17020382 周琪 2017级 张永忠 3000

2017WKXM025 公共场合权利冲突的立法进路的思考--
以广场舞扰民为视角     

硕士 法学院 法律（非法
学）

2017020393 陈秀群 2017级 陈永鸿 3000

2017WKXM026 Comparative Study on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between China 
and UK

硕士 法学院 法律（非法
学）

2017020416 王夏谣 2017级 丛中笑、张
永忠

3000

2017WKXM027  大数据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的罪与罚 硕士 法学院 法律（非法
学）

2017020417 王新木 2017级 王燕玲 3000

2017WKXM028 论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 硕士 法学院 法律（非法
学）

2017020423  赵利兴 2017级 王涛 3000

2017WKXM029 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行为的法律研究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27 邓子筠 2017级 陈雪 3000

2017WKXM030 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研究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28 付洋 2017级 侯巍 3000

2017WKXM031 债权人参与公司经营的可行性研究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35 李豪 2017级 阳庚德 3000



2017WKXM032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法律应对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44 吴衡 2017级 陈永鸿 3000

2017WKXM033 “一带一路”下中国国际投资协定例外
条款的设定——以国家安全和金融审慎
措施等例外为出发点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46 吴效乾 2017级 刘笋 3000

2017WKXM034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主体研究—即
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51 叶浩 2017级 许楚敬 3000

2017WKXM035 叶剑英党法思想研究二三     硕士 法学院 法律（法
学）

2017020458 钟志慧 2017级 马聪 3000

2017WKXM036 强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则设计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科学技术哲
学

2016020146 陈云莹 2016级 董国安 3000

2017WKXM037 基于科技伦理视角下的网络新媒体研究
——以微博发展为例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科学技术哲
学

2016020149 胡玉姣 2016级 宋志润 3000

2017WKXM038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绩效

研究——基于海珠区沙园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
考察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016020159 邓晓莉 2016级 曾令发 3000

2017WKXM039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机制创新研究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016020164 张吉星 2016级 杨爱平 3000

2017WKXM040 基层公务员晋升期望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016020166 赵娜 2016级 徐增辉 3000

2017WKXM041 基于PBL理论下硕士研究生有效培养路径
探索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
管理

2016020168 陈世南 2016级 刘剑玲 3000

2017WKXM042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以
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为例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
管理

2016020171 黄奇奇 2016级 王建平 3000

2017WKXM043 优势视角理论下城市弱势群体子女教育
救助的路径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大
石街道为例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
管理 

2016020174 刘芳 2016级 龙君伟 3000

2017WKXM044 文化生态视域下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模
式的个案研究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
管理

2016020186 张少华 2016级 戴健林 3000

2017WKXM045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微观分

析——基于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多案例研

究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 2016020190 白佳佳 2016级 於莉 3000

2017WKXM046 广州市“互联网+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机
制研究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 2016020192 王晓悦 2016级 戴黍 3000

2017WKXM047 自媒体时代科学传播机制的消解和重构
——以泛科技主题网站果壳网为例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科学技术哲
学

2017020131 宋立果 2017级 汪小虎 3000

2017WKXM048 泰国学生普通话阴平调输出准确度的提
升研究

硕士 国际文化学院 课程与教学
论

2016022436 吴辰琛 2016级 李利 3000



2017WKXM049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小学统整课程设计研
究

硕士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
院

教师发展与
管理

2016022735 罗羽乔 2016级 左璜 3000

2017WKXM050 基于PCD模型的校长领导力培训课程体系
研究

硕士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
院

教师发展与
管理

2016022740 朱登盼 2016级 雷丽珍 3000

2017WKXM051 道家哲学思想的教学哲学意蕴考察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
论

2016020618 高洪丹 2016级 张广君 3000

2017WKXM052 玛克辛·格林教学哲学思想研究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
论

2016020626 魏婉婷 2016级 张广君 3000

2017WKXM053 公办中小学集团化办学模式下校长权力
协调机制研究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领导科
学

2016020679 江多红 2016级 谢少华 3000

2017WKXM054 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对广东民办教育发展
的启示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领导科
学

2017020527 邓素怡 2017级 胡劲松 3000

2017WKXM055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
贫路径异同研究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领导科
学

2017020530 陆佳琪 2017级 谢少华 3000

2017WKXM056 高校学生课外管理中的隐性课程研究
——以H大学为例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 2017020563 邹静宜 2017级 葛新斌 3000

2017WKXM057 教师教育视角下mentor的教师教育 硕士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原理 2016020607 曹琴琴 2016级 王晓莉 3000

2017WKXM058 学习云空间中面向应用语义的资源组织
模型与优化策略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52 胡杏 2017级 刘博 3000

2017WKXM059 综合学习视野下的STEAM教育：工作坊学
习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56 李王伟 2017级 徐晓东 3000

2017WKXM060 面向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O2O直播课堂教
学实证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58 刘思琪 2017级 林晓凡 3000

2017WKXM061 学习云空间中基于情境感知的自适应移
动学习策略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59 罗雯 2017级 刘博 3000

2017WKXM062 混合学习中在线学习活动设计优化策略
的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61 乔金秀 2017级 穆肃 3000

2017WKXM063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基于学生E-
portfolios的教师教学反思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71 吴刚 2017级 黄昌勤 3000

2017WKXM064 广州市智慧校园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升的实施策略与实施路径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74 徐玉晓 2017级 余红 3000

2017WKXM065 大数据背景下课堂教学中教师非言语行
为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77 杨莉 2017级 王洪江 3000



2017WKXM066 学习云空间中学习投入度的量化研究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2017020682 张晓峰 2017级 黄昌勤 3000

2017WKXM067 面向创客教育的创客学习空间模型构建
与技术应用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
术

2017020693 郭雪晶 2017级 余红 3000

2017WKXM068 移动计算环境中基于动态追踪的自适应
协作学习策略研究与实践

硕士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
术

2017020700 梁文玲 2017级 黄昌勤 3000

2017WKXM069 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
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学

2016020276 李博文 2016级 刘汉辉 3000

2017WKXM070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家庭资产配置和金
融市场参与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学

2016020277 王胜文 2016级 马斌 3000

2017WKXM071 我国经济增长的亲贫性：测度、空间异
质与政策影响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2016020282 吴德旺 2016级 彭连清 3000

2017WKXM072 患者的公平认知会降低对医生的信任吗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经济学 2016020304 潘美杏 2016级 李强，连洪
泉

3000

2017WKXM073 创新创业活动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经济学 2016020305 翁金铭 2016级 潘文庆 3000

2017WKXM074 环境的不确定性、审计力度与非效率投
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2016020319 余思聪 2016级 聂新军 3000

2017WKXM075 盈余管理对人力资源配置的空间溢出效
应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与
管理

2016020335 王柳清 2016级 朱琪 3000

2017WKXM076 大学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建设研究——以
广州市大学城高校为例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 2016020349 宋瑞杰 2016级 高波 3000

2017WKXM077 股票的异常收益率与财务指标因子的相
关性研究：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实
证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 2017020180 马荣 2017级 陈高翔 3000

2017WKXM078 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经济学 2017020212 张德宁 2017级 王忠 3000

2017WKXM079 现金股利分配与公司内部人减持——持
续性获益还是一次性收利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2017020225 庄凯捷 2017级 周传丽 3000

2017WKXM080 中国上市公司国内跨行业并购与产业重
组：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2017020230 全媚 2017级 乐琦 3000

2017WKXM081 中日韩三国公共图书馆法比较分析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 2017020245 杜琪 2017级 高波 3000

2017WKXM082 基于社交网络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 2017020250 汤正午 2017级 高波 3000



2017WKXM083 打造未来“中国硅谷”的摇篮—技术创
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研究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经济学 2017020210 肖越 2017级 潘文庆 3000

2017WKXM084 发挥历史优势创建文化特色商业区——
以广州荔湾为例

硕士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
（历史）

2016021480 黄君丽 2017级 代国庆 3000

2017WKXM085 中国民间工艺的传承与推广—以广州珐
琅为例

硕士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2017021358 马颖 2017级 陈贤波 3000

2017WKXM086 广东早期工人运动的成败——以苏兆征
同志的活动为中心

硕士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2017021370 徐子杰 2017级 蒋建农 3000

2017WKXM08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留学生对广
州的想象与情感

硕士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016022476 甘博伟 2016级 蔡晓梅 3000

2017WKXM088 “开放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家庭休闲
制约研究——以广州为例

硕士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016022480 刘晓宁 2016级 李爽 3000

2017WKXM089 公仆型领导与追随行为的互动机制研究 硕士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016022482 张少雯 2016级 凌茜 3000

2017WKXM090 微信对大学生交往行为的影响——基于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

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
育

2016020077 芦玉娟 2016级 王学风 3000

2017WKXM091 生态理论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研究

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
育

2016020079 陶晓君 2016级 杨婷 3000

2017WKXM092 新时代青年人格现代化研究 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2017022885 王晓放       2017级 关锋         3000

2017WKXM093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当代的应用价值
分析

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

2017022898 赵睿夫 2017级 尹树广 3000

2017WKXM094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方法研究--从
谈心谈话的角度切入

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
育

2017022910 周芷如 2017级 刘劲宇 3000

2017WKXM095 由《四库全书》谈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设
计的演变和发展

硕士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6021333 陈析西 2016级 程新浩 3000

2017WKXM096 “一带一路”视野下岭南传统工艺的传
承与创新研究——以中国传统民艺再生
珠宝配饰设计大赛为例

硕士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6021342 李琛 2016级 刘子川 3000

2017WKXM097 五常酸枝家具的考证研究
——探究清晚期广式家具的形制及其特
征

硕士 美术学院 美术学 2017021270 刘伟振 2017级 刘子川 3000

2017WKXM098 院线电影《榫卯》新媒体宣发运营实践
研究

硕士 美术学院 美术 2017021323 曾袆蕾 2017级 甘小二 3000

2017WKXM099 广东省高校师范生体育生活方式现状及
影响因素分析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人文社
会学

2016020891 刘璐 2016级 于永慧 3000



2017WKXM100 我国地方足协改革与发展研究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人文社
会学

2016020893 余志红 2016级 谭建湘 3000

2017WKXM101 免疫检查点阻断对肌肉损伤修复的影响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运动人体科
学

2016020903 李跃程 2016级 段锐 3000

2017WKXM102 Flexi-bar振动训练对于功能性踝关节不
稳者康复效果的研究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运动人体科
学

2016020910 张磊 2016级 张秀丽 3000

2017WKXM103 体育游戏对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的影响研究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
练

2016020934 张映菊 2016级 董业平 3000

2017WKXM104 动商视域下名校体育与大学生体育自律
行为研究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人文社
会学

2017020791 王志灵 2017级 李薇 3000

2017WKXM105 大学生五体球比赛中不同位置运动员运
动负荷特征研究

硕士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
练学

2017020837 张恒亮 2017级 刘鸿优 3000

2017WKXM106 搭配频率和英语水平对英语搭配加工中
的同译效应的影响研究   

硕士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2016021195 方南 2016级 张萍 3000

2017WKXM107 广东高考英语听说测试对不同水平学生
听说学习态度以及学习行为的反拨效应
研究

硕士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
（英语）

2016021213 李景言 2016级 黄丽燕 3000

2017WKXM108 新时代背景下高中生语言能力培养的创
新与困境——以广州地区为例

硕士 文学院 学科教学
（语文）

2017021010 胡嘉逸 2017级 张舸 3000

2017WKXM109 社会评价压力对大脑功能网络结构的影
响：
一项基于动态因果模型的研究

硕士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2016022501 胡慧清 2016级 黄瑞旺 3000

2017WKXM110 光照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的
探讨

硕士 心理学院 心理学 2016022508 周菊燕 2016级 周国富 3000

2017WKXM111 急性压力对认知控制容量及其变化量影
响研究

硕士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2016022524 邱博宇 2016级 张卫 3000

2017WKXM112 对严重脑损伤患者意识水平的评估和预
测：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响的横断和纵向
研究

硕士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2016022538 陈平 2016级 黄瑞旺 3000

2017WKXM113 工作场所乐趣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硕士 心理学院 计量心理学 2016022572 吴霞云 2016级 温忠麟 3000

2017WKXM114 定向遗忘中的“记忆能量分配守恒” 硕士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2017022571 韩志力 2017级 莫雷 3000

2017WKXM115 问卷数据建模分析 硕士 心理学院 计量心理学 2017022645 汤丹丹 2017级 温忠麟 3000

2017WKXM116 戒毒人员的生命意义感研究：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硕士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 2017022691 蓝伊琳 2017级 滕飞、黄学
超

3000



2017WKXM117 高校女学生电子商务购买决策影响因素
的眼动研究——基于精加工可能性模型

硕士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 2017022702 王雅慧 2017级 陈曦 3000

2017WKXM118 广府南音唱腔的即兴性研究 硕士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
学

2016021275 古新颖 2016级 仲立斌 3000

2017WKXM119 金湘歌剧《日出》创作手法研究 硕士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
学

2016021284 苏冬昕 2016级 魏扬 3000

2017WKXM120 1950年代粤语流行曲与粤剧、粤曲、粤
乐的共生关系研究

硕士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
学

2016021286 谢晓虹 2016级 仲立斌 3000

2017WKXM121 高校精准资助的价值诉求研究 硕士 政治与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2016020057 秦琴 2016级 吴靖 3000

2017WKXM122 浅析康德实践理性中的敬重 硕士 政治与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
哲学

2017020005 马越 2017级 陈世放 3000

2017WKXM123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以华南
师范大学为例

硕士 职业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教
育

2017022875 胡碧琼 2017级 李娅玲 3000

理科：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博/硕士）

所属学院 学科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导师 资助金额
（元）

2017LKXM001 面向暴雨内涝防治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空间格局优化模拟

博士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2017010137 刘帆 2017级 赵耀龙 6000

2017LKXM002 定向间接耦合表面等离激元发射器设计 博士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
究所

光学 2017010173 姚舜禹 2017级 郭志友 6000

2017LKXM003 红绿光发射碳量子点的制备及其荧光转
换的白光LED研究     

博士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
究所

微电子与固
体电子学

2017010174 蓝栩砚 2017级 章勇 6000

2017LKXM004 一种新型水下非弹性散射激光雷达对海
洋微塑料颗粒的监测应用

博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光学 2017010199 段正 2017级 Sune 
Svanberg

6000

2017LKXM005 基于富氮类金属有机框架制备的功能插
层膜用于高性能锂硫电池

博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 2016010116 洪旭佳 2016级 蔡跃鹏 6000

2017LKXM006 原位金属诱导C-N/C-C偶联的席夫碱配合
物组装及其发光性能研究

博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 2017010124 魏沁 2017级 蔡跃鹏 6000

2017LKXM007 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摘要研究 博士 计算机学院 服务计算理
论与技术

2016010148 袁成哲 2016级 汤庸 6000

2017LKXM008 两种不同繁殖策略姜属植物种群遗传多
样性分布格局比较研究

博士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2016010127 黄荣 2016级 王英强 6000



2017LKXM009 磷脂酰肌醇转运蛋白调控水稻花药发育
的分子机理研究 

博士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2016010135 彭小群 2016级 唐晓艳 6000

2017LKXM010 尼罗罗非鱼B细胞亚群的分离及性质研究 博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2016010142 吴丽婷 2016级 叶剑敏 6000

2017LKXM011 OsABCGX调控水稻花药发育的分子机制研
究

博士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2017010139 常振仪 2017级 唐晓艳 6000

2017LKXM012 华南特有种大叶石上莲的种内分化 博士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2017010140 傅琼 2017级 王英强 6000

2017LKXM013 最优控制问题的多尺度有限元算法 博士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2016010101 曾焦燕 2016级 陈艳萍 6000

2017LKXM014 一类动力学方程的柯西问题 博士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2017010092 杨东成 2017级 喻洪俊 6000

2017LKXM015 一类非线性微分方程动力系统的研究 博士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2017010097 陈智敏 2017级 刘秀湘 6000

2017LKXM016 航天轨道方程的周期解 博士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2016010099 黄浩川 2016级 尹景学 6000

2017LKXM017 手征活性少粒子系统的随机热力学特性 博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理论物理 2017010103 黄小群 2017级 艾保全 6000

2017LKXM018 相对论性非广延分布等离子体中的动力
学特性

博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理论物理 2017010104 廖晶晶 2017级 艾保全 6000

2017LKXM019 超快激光焊接玻璃工艺的研究 博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凝聚态物理 2017010109 张洁娟 2017级 张庆茂 6000

2017LKXM020 原子辅助的腔光机械系统的量子性质及
其应用

博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7010110 刘军浩 2017级 张智明 6000

2017LKXM021 定量相位显微成像新方法的研究 博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7010114 王译 2017级 吕晓旭 6000

2017LKXM022 硅基超表面实现超分辨显示 博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7010115 向进 2017级 兰胜 6000

2017LKXM023 人工模拟降雨条件下不同植被对红壤地
区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影响差异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2016022013 黄前伟 2016级 王为 4000

2017LKXM024 中国南方近2000年气温和降水变化定量
重建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2016022023 游爱华 2016级 薛积彬 4000

2017LKXM025 深圳大鹏半岛西冲湾和东冲湾沙坝的物
质来源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2016022024 郑万里 2016级 王为 4000



2017LKXM026 博物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以广东省为例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2016022030 李佳婧 2016级 陈朝隆 4000

2017LKXM027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时空
（2006-2016）演变分析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2016022046 冯珊珊 2016级 樊风雷 4000

2017LKXM028 基于社交媒体的城市热环境感知研究—
以珠三角为例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2016022047 李久枫 2016级 付迎春 4000

2017LKXM029 河流壶穴形成机制及其演化的实验模拟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2017022033 盛丽 2017级 王为 4000

2017LKXM030 河流阶地发育及其演化模拟实验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2017022037 吴松 2017级 王为 4000

2017LKXM031 儿童与远方：留守儿童对远方的想象 硕士 地理科学学院 城市与区域
规划

2017022074 陈纯 2017级 欧阳军 4000

2017LKXM032 基于泡沫镍负载金属氧化物负极材料在
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硕士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
究所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2410 刘妙 2016级 赵灵智 4000

2017LKXM033 稀土光转换材料对可见光通信器件响应
频率影响研究

硕士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
究所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2419 张秀 2016级 孙慧卿 4000

2017LKXM034 机器学习分类算法在光学脑成像诊断自
闭症中的应用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光学 2016022647 程卉怡 2016级 李军 4000

2017LKXM035 全溶液法制备柔性C8-BTBT有机薄膜场效
应晶体管器件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微电子学与
固体电子学

2016022692 麦嘉盈 2016级 陆旭兵 4000

2017LKXM036 基于气体在散射介质的吸收与反射光谱
技术的儿童中耳炎的诊断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光学 2017022730 胡玲娜 2017级 Katarina 
Svanberg

4000

2017LKXM037 构建非晶氟树脂超疏水功能表面结构的
研究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2017022746 扶胜娟 2017级 周蕤 4000

2017LKXM038 基于红外反射PSLC材料和多孔膜结构的
新型隔热隔音降噪玻璃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2017022754 张新敏 2017级 胡小文 4000

2017LKXM039 纸基数字微流控表面润湿性调控机制及
工艺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7022768 崔佳易 2017级 颜智斌、水
玲玲

4000

2017LKXM040 超低压驱动导体表面电润湿效应机理及
其应用研究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7022785 邵琬 2017级 唐彪 4000

2017LKXM041 InN/InGaN量子点高效光解水电极制备及
研究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7022792 王兴宇 2017级 Richard 
Noetezl

4000

2017LKXM042 基于无人机搭载的非弹性散射高光谱激
光雷达的植物特征参数提取方法研究

硕士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
院

光学工程 2017022815 李莹 2017级 Sune 
Svanberg

4000



2017LKXM043 稳定锂金属负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无机化学 2016021859 孔源丰 2016级 何广平 4000

2017LKXM044 稀土杂化探针材料的分子设计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无机化学 2016021860 李湘黔 2016级 王前明 4000

2017LKXM045 新型稀土功能材料的研制与性能探索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有机化学 2016021879 江春霞 2016级 曾志 4000

2017LKXM046 包覆型石墨在LiNi0.5Mn1.5O4/石墨全电
池的负极材料中的应用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 2016021910 曾环娜 2016级 吕东生 4000

2017LKXM047 自组装气泡驱动型微米火箭的构建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929 王纯 2016级 蔡跃鹏 4000

2017LKXM048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电解液界面膜研究与
性能改善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932 叶常春 2016级 张跃钢 4000

2017LKXM049 碳纳米管与ZIF-8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Li-Se电池的应用

硕士 化学与环境学院 物理化学 2017021884 程秋遐 2017级 蔡跃鹏 4000

2017LKXM050 微塑料对典型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吸附和
鱼体富集的影响机制

硕士 环境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
工程

2017022917 贾雨薇 2017级 应光国 4000

2017LKXM051 移动学习云空间中基于交互数据与多特
征JST模型的情感识别研究

硕士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017022335 赵美华 2017级 黄昌勤 4000

2017LKXM052 简易高效的双液相提取分离和制备高纯
度茶多酚的新方法研究

硕士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
究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727 林丽 2016级 李海航 4000

2017LKXM053 拉曼光谱成像用于西达本胺诱导Jurkat
细胞凋亡分子机制的研究

硕士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
究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730 谢悦 2016级 钟丽云 4000

2017LKXM054 认知行为治疗对小鼠抑郁状态改善及其
机理研究

硕士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
究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731 张家玮 2016级 杨莉 4000

2017LKXM055 虫草素通过腺苷A2A受体途径减轻帕金森
引起的树突形态损伤和突触传递功能障
碍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2016022126 尚颖杰 2016级 李楚华 4000

2017LKXM056 低磷胁迫诱导暗纹东方鲀脂肪肝形成的
分子机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水生生物学 2016022134 刘庆莹 2016级 叶超霞 4000

2017LKXM057 敲除Cyld基因对小鼠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神经生物学 2016022143 谭淑仪 2016级 龙程 4000

2017LKXM058 棕榈酰化调控油菜素内酯信号激酶BSK1
的机制研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2016022145 陈子岸 2016级 赖建彬 4000

2017LKXM059 棕榈酰化调控双生病毒C4与植物PEPR2互
作的机制研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2016022155 曾润秀 2016级 赖建彬 4000



2017LKXM060 AhERF1在植物响应干旱胁迫下的作用研
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2016022160 张拜宏 2016级 李玲 4000

2017LKXM061 围产期双酚A暴露对小鼠大脑神经元形态
的影响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2016022186 张海彬 2017级 范瑞芳 4000

2017LKXM062 PA-PC-DOX-EGCG纳米粒靶向抑制ER+，
HER2+或PR+乳腺癌细胞生长的研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200 杜世伟 2016级 关燕清 4000

2017LKXM063 解淀粉芽孢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抗菌蛋
白的分离纯化与性质研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201 高林林 2016级 黄儒强 4000

2017LKXM064 山奈素铈离子化学修饰及其生物活性研
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2016022206 王倩 2016级 黄儒强 4000

2017LKXM065 虫草素保护大鼠脑缺血的神经机制探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2017022150 陈朝辉 2017级 李楚华 4000

2017LKXM066 家蚕驯化过程中重要适应性状进化的遗
传学机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2017022204 王漫 2017级 相辉 4000

2017LKXM067 蜘蛛丝蛋白基因的序列与功能关系研究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2017022210 周世怡 2017级 相辉 4000

2017LKXM068 基于高中生物的STEM教学案例与实施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
（生物）

2017022256 关洁 2017级 赵俊 4000

2017LKXM069 基于初中生物的STEM项目设计与实施 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
（生物）

2017022286 施文杰 2017级 赵俊 4000

2017LKXM070 中学生数学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法优化
研究

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教育 2016021559 陈慕丹 2016级 谢明初 4000

2017LKXM071 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高中数学创新能力
测验编制

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教育 2016021569 郑佳君 2016级 谢明初 4000

2017LKXM072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IRT的资优人才甄别研
究

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教育 2017021456 柯诗婷 2017级 韩彦昌 4000

2017LKXM073 熵垒中布朗粒子在反常扩散下的非平衡
定向输运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理论物理 2016021638 刘建立 2016级 艾保全 4000

2017LKXM074 光晶格中冷原子拓扑超流态的量子模拟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原子与分子
物理

2016021642 高志鹏 2016级 朱诗亮 4000

2017LKXM075 在光晶格超冷原子体系中的量子模拟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凝聚态物理 2016021649 麦雪莹 2016级 朱诗亮 4000

2017LKXM076 基于mie共振的零折射率超材料的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光学 2016021663 许军 2016级 陈溢杭 4000



2017LKXM077 新型水系离子电池的结构调控、功能组
装及应用储能的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671 胡晓乔 2016级 初本莉 4000

2017LKXM078 新型纳米铁基过渡金属氧化物水处理材
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672 罗婷 2016级 侯贤华 4000

2017LKXM079 静电纺丝法制备高性能聚合物电解质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676 吴旭 2016级 胡社军 4000

2017LKXM080 基于纳米Si基复合材料的高容量高稳定
性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的改性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679 张芃 2016级 汝强 4000

2017LKXM081 高性能正极材料设计、制备及其性能研
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
化学

2016021680 周宇 2016级 胡社军 4000

2017LKXM082 长循环高稳定多孔NiCo2O4@TiO2负极材
料的结构调控、功能组装及其应用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微电子与固
体电子学

2016021697 刘鹏 2016级 汝强 4000

2017LKXM083 相互作用超冷原子体系拓扑泵浦的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原子与分子
物理

2017021601 陈玉炼 2017级 张丹伟 4000

2017LKXM084 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纳米颗粒zeta电位
测量方法的研究

硕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 2017021644 黄桂琼 2017级 邱健 4000

2017LKXM085 基于光载无线技术的超甚高速微波光子
融合通信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68 邓键 2016级 黄旭光 4000

2017LKXM086  涡旋光脉冲光纤激光器的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73 黄淑鸿 2016级 罗爱平 4000

2017LKXM087 超快光纤激光器中“孤子分子”瞬态动
力学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74 李恒 2016级 罗智超 4000

2017LKXM088 基于非线性光学干涉仪的相位评估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77 刘春丽 2016级 於亚飞 4000

2017LKXM089 超高定向性侧向散射纳米天线的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82 潘麦铭成 2016级 兰胜 4000

2017LKXM090  腔光力系统中的量子纠缠与噪声压缩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92 张筑城 2016级 张智明 4000

2017LKXM091 一维宇称-时间对称三角形光波导网络产
生的超强电磁波透射及其机理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93 张娴 2016级 杨湘波 4000

2017LKXM092 轨迹可任意操控的快速自聚焦光束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798 庄经立 2016级 邓冬梅 4000

2017LKXM093 基于石墨烯增敏的光纤气体传感器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工程 2016021800 邓淑营 2016级 蒙红云 4000



2017LKXM094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与微结构光纤的功能
器件的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6021802 李波瑶 2016级 周桂耀 4000

2017LKXM095 基于超表面的亚波长光学聚焦器件研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工程 2016021804 梁瑶瑶 2016级 韦中超 4000

2017LKXM096 石墨烯对光学相位调制作用及其机理研
究

硕士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学 2017021771 张玉亮 2017级 王光辉 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