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饩教高 r2014〕 18号

安徽省数甯厣奖于禽布宠θ⒒傩藕簿擎拽

鸳缏萌邋△搬顼¤钰孽的邋知

各离箨学校 :

根据昝辍育厅、财政厅 亻关于实施高箨学校教学赝蠹与教学

改萆王程的意溅“》和 《关于印笈《安徼觜支掎本科高桉发展能力
提升计划〉和<安馓苗离箨教育振兴计划》的遒知》箨灾恪娶求,

妊学铍申赧和专家审裰、评审,砚批难 2θ14年度觜级赝鳖工穰

项日1″ 个萆惟拱⒂⒂个硕盯立顼建设。甯关事项遽矢卩伽下:

一、专业综含菠革试点、特色专业、鞲晶资簿英孳罐穰、鞲

品兢猢公开课程、大越貘菝线舞放课缀 (M⒃C)亍 范殒目、擞坛



奸秀、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名师 (大 师)王侉窒、校企舍狰寞
践数甯墓地、示茏奖验实训中心、虚拟仿翼实验教擎中心

`寮
越

人才教肓培莽计蚓的项目建设捌期均为三年;镦学研究项囝建谈
周期为两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汁划顼目建设躅嬲原爿|⊥ 为一
~t。

项日建设缓费按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儆妤 ⒛14牟度藕箨学
校省缀赝量王程顶目申报工侔的熳知》(睨教秘高〔⒛14〕 64号 )

文绊锟定书1∵行.

二、各高技要认萁组织项日负费人制建顼弼建设计翱和方
案,舞羟学狡缀织专家论证邋过盾,于 ⒛15年 3乃 16目 前,将
《安娥营高箨学技省级质量ェ程项国饪务书》上传至质爨工稷管
理乐统各案:任务书作为顼日执行、中期检查和验帔的主要依据。
项囝立顼时间以下文日期为准。

三、首缀赝蠹ェ程顼国管理饮据 《安徽高箨学筱省级薮学赝
量与教学改萃工罹殒目管理暂行办法》(敬离〔⒛o8〕 5号 )遴秆j

各高枝每年 12月 戚前9蓰对本校赝爨王簇项日建嫒慵邋遴行捡
查的基础止,向 甯潢鹭ェ稷镢导小缀办公蜜书面报各豳家鳜、鬻
级、校级赁量ェ程项口建设遘展情况。

宙欲质量工程项日实狩滚动踺设卸j度 。省质量工程颌导小缴
办公室恨据项目建设谛划对

“
质量工程

”
项目建设媾况遘行中期

梅查和验收。中期建设碱效辚剔显著的校级顶弼”经学校申嫱和
专家丨乎佑9可滚动进人省缓媾量工程项目。申报、建设材料彝虚

-P”



F
¨

作'掇 ,违觜学水i蓬 德亏项日执彳I不 力”来开展实赝性建设工怍 ;

宋按要求⊥报项目有荚情演J,无 缺不按受有关部门对硕蹈实飚辚

况的枪查、监督与审计;颀 日奸赞使用不符舍有焚财经法舰和铡

度胛j定 9戏甯有瑛他违渡顼目胡,建 与管理办法行为的”将魏箕嚼

节轻重纶予警告、中⊥L葳撤诮顶囝簿处理。

四、各高箨学胶婺紧紧圃绕群学定位、特色发展、提离赝爨

的;憋 体目标,进 一步完善并积促实施本校擞学瞍箪和教学赝童建

设方橥卩统筹安摊和协调娜织
巛
本科高校发展能力援升计划

”
、
“
离

箨檄甯擞兴计划
”

和国家、畜、高校三镢质鳘王穰殒弼,避。-步

加强各强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的执行和监督力度,确保项蹈建婕遘

度、建设投资和预瑚目标的实f叱 :∶

附佟:1。⒛14牟省缏赝量工程殒目名萆

2冫 安徽耆高箨学技省级质鳘工程顼目任务书

(l扌匕件盅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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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14年省级质量I程项日名单

1

序 弓 中请类别名称 项 目名称 负责人 项 目依托单位

立项级别

或奖励等

次

丨

革试点 
与乍∫冒、系统专业综合改

生物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陶皖 计算机与信`息 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葛飞 生物与化学T程学院

荚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业设计

金成星 外因语学院
⊥ 特色专业

张学东 艺术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电子政务

控制工程基础

数据结构

叶常林 人文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王海 机械与汽车T程学院

精品论源共享课程
汪军 讠丨箅机与信息学院

8 教学研究项目 霸胛嘬掾 毒蛋氤帮
“

周鸣净 计箅机与信息学院 重 Ⅱ

l 教△研究项目 箔笈矍蕉希瀛凿耷{ 
养质量标

侯大寅 纺织与服装学院 重 卢

1(丿 教学研究项目 菩罢晷蚤鼐絷量鸯璧黄嚣詈
语教

刘进 外因浯学院 重 /、

!l 教学研究项目

教学研究项目

霉臬僵晏罂孱雾訾燮趸
创业人才

汪军 计算机⊥j信息学院 一般

lI? 中鬲货霪最查爵屡嵛弯
培养过程

蔡书凯 管理T程学院 一般

教学研究项目
 |雨

水管网系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l{l

张明 建筑 T秤学院 一股

∶ l{ 教学研究项 日 路径及甜干帑骛社社洚萝再荟升 秦广虎 人事处 一般

l 教学研究项目
啻隽

式下的控制类课程群研秃乌 刘丙友 L匕 器T程学院 一般

l( 教学研究项目

勇雪
霪譬盟覆昌雯社鞋囊犁霞簟 邢 昌 机械与汽车T稆学院 一股

教学研究项目
展研究 

佻 +°·卜社会I作专业发
包先康 人文学院 一股

I8 教学研究项目
颦

体与界面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研
陈志明 生物与化学T秤学院 一般

19 教学研究项目 量霪靠劈孱雾鸷蛩锴
类卓越人才

钟才目;虽 机械与汽车T秆学院 一般

」0

寻雪卓彗
贯罕缗篥嚣爨攀幂紧蜃 鲍旭红 管埋 Tf早 学院 一股



序 号 申请类别名称 项 目名称 负责人 项 目依托单位

立项级别

或奖励等

次

教学研究项目

《家具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与教
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一 —̄由道具向
场景转换的探索与实践

刘明彬 艺术学院 一般

教学研究项目
以宽基础,重应用为目标的

“
渗

透式
” 《纺织CAD》 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王旭 匆i织与服装学院 一般

教坛新秀 教坛新秀 陈善群 建筑 T柙学院
21 教坛新秀 榭 +-新 秀 吴小太 数理学院

2乃 教坛新秀 教坛新秀 朱贤东 生物与化学T程学院

〔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邬红芳 纺织与服装学院
,7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刘军

教学名师 教学名师 唐铃凤 机械与汽车T程学院

29 教学团队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建设教学
团队 陶庭先

30
倾企合作买践教育基

lll

纺织工程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妯l

毕松梅 纺织与服装学院

{31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

地

安徽工程大学一奇瑞迪凯重科安
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管理学科校
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

汪张林 管理 T稆学院

{‘ ∶P
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

戈刂
食品科学与工程卓越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 蔡为荣 生物与化学T程学院

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
↓刂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杜蓓蕾 人文学院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 目名称

硬 T币 自动清点机 没计

~
曰

项 目类型 主持人 指导教师
AH2011]o363oo]l

创甜i训 练项 口 魏lll豆 朱协彬

AH20111o363oo2

AH20141o363oo{3

,
〓

 
 
~
 
 

。冖

葩赫 芳

IΓ H举 ⊥̂ 抟伙农儿朋木 lxl1;的 叫控合成与性
创搁T训 练汁划 伺鱼刂 陶锋

数控机床液体静 |辶 吁轨油膜厚吱控 {h刂 系统设计 刨初i训练项 口 李龙 T幼 民

4 AH2o⊥ 41o{363oo4
写荏筝菥鬃

宋甄化物基友光纳米材料的刂控制各

离心泵叶轮问隙自动调 u装 胃设汁

￡刂祠TV丨丨绡;闸
-戈

刂 张涵 T志俊

→ ΛH2o14]o363005
ε刂羽i丿丨|练 T页 口 |刘 :文 君 唐铃凤

{ AH20141o363006 铁岑粉木冶个凸轮材 ls l的耐磨‖ l+究 仓刂lli丿 ||练 T页 口 孙亚飞 李月英

7 AH20141o363oo7 电力系统运行 叫荠性分析与评价 方法研究 刨汐i训 练项 口 汗炜将 田丽

`
AH20⊥ 4Io363oo8

基十1'abvtew的减振器试验台感测系统没计

本棉巷服装 没计体验有限公冂

上下料非圆齿轮大
:|1经

济型机器人

创羽TV‖ 练 J负 口 李国俊 陈志浩

μ
 
_
 
m

H201亻 1o363oo9

H20111o36{30IO

色刂Ji丿 |练 卜卜戈刂 陈  强 凌有铸

仓刂狗i训 练Ⅰ页口 张瑶瑶 孙铜生

11 AH20111o363oIl
创浙 V丨 |绡tI页 口

例敏
毕松梅

AH20141o363012

AH2o111o363oI3
|」
|li;
丨~~__
{

}⒈1

|.,
丨  "D

| — 一̄

|

| l← i

丨

| |∵

l~~ˉ

|"

仓刂9听训|练 T页 口 程 磊 时培成

创业训练项 口 董 飞 邬红芳

AⅡ 20141o363014

AH20141o363015

ΛH20111o363016

创新训练项 日 用建新 刘有余

环 u作业服装的现状研究及创

"i设

汁

配与动力学仿真

刨浙训练项 口 方学飞 哀惠芬

e刂 汨i丿 |练 I页 口 沈北梁 下雷

\iI2()l」 l(y363o17 羧甲木壳聚糖的制各及性能研究 它刂汨i丿 |练 1页 口 乔印俊 丁纯梅

AH20111o363018 |汽
乍精密成形件mD/uE协 |司 没汁与瞀理

植物秸秆分离制各纤维紊

智能排爆机器人

环境友好条件下含氮杂环化合物的合成

刨浙训练项 口 黄超 余小鲁

|19

|

1 20

| - —

|

| ?l

AⅡ2oI41o{363019
创杓T训练项 口 庾潘早 杭志喜

ΛⅡ20j11o36302(
仓刂相i丿‖练 T页 口 下雪松 T海

AHP0141o363o21
创刀iV丨 |练项 口 周 良 张泽

22 ΛII20]41o363o22 笨十Quest3D虚拟装配技术的应丿冂研究 刨和i训练项 口 李才汲 梁不畅(

2{J

Ⅰ?∶

ΛH2oJ41o363023
肪 mlJ特性研究

丿J生岔域 Γi02⒇ uO表征及其冂载脂

丝绵机械 |凵 丨收装胃

创浙训练汁划 梁敏东 陶玉贵

AH2o1⊥ lo363o2刂
仓刂JiV|练 J页 口 杨彩红 李仁军

2污 AH20141o363025 那西肽高产茵株的高通量选育技术

超疏水贴膜研究

创新训练项口 张 奥 薛 丨丨:莲

ΛH2o14Jo363026
仓刂抑T训 练 1页 口 T耀 荧仲佳

安徽△程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

1Ⅰ l Ⅱ.Jt13页



用废弃生物质制符荧光碳母 了Ⅱ|?∵ |川i?0141o363o
仓刂lli丿‖练1页 冂 丁冬冬 陈宁生

`|∶

∷羽ll~9
T「禹榀 汽午个甘显示系统大键技术亻V丨 究

雹刂汨T丿 |练 T页 El 丁其 |昭 鲁麟

仓刂羽i丿‖练顼 冂 黄荣璐 陶l/J先

仓刂羽iV‖ 练 T贞 口 畅运峰 魏利胜

Ⅷ龈

棚糕

璀槭 雒 眵州胬牾甘了弃鸳
划

Ⅰ

扛材料的

三苎

及其

光伏微网分咱J式发电颅丨贝刂技术ll究

靶渣佗犀昂搓懈庙

`再

∴翁

恤树忻Ⅰ介刺H的制备及

图像识别技术在成熟西瓜挑选中的应 lTl

衍叫多酚氵肖爽11|贞 l/J生产入钯扌支术研究

仓刂汨iV‖ 练 J贞 口 卞世文 吴之传

迄刂lli丿 |纟东I页 冂 张 刚 葛愿

仓刂Ji丿 ‖纟东【贞凵 邓 J^祥 l。 定兴

创浙训练项 [J 姚亮 韩超

刂业实践项 口 川 ll l 蔡为荣

Ⅱ
|川

20111036303(

i丨 liOiT忑x、

二l电 lⅠ i⊥ 变器多枝式故障诊断l叶 究 叮”用

ii∶
i

恒丿|t恒 流8oKV「 Fl丿
|t电 源设门

丈化产业安仝顶警的国际借鉴研究

仓刂Vi丿 |乡孓∫页口 刘怡村 陆华丬

仓刂巾i丿 |纳:1贞 口 川玲玲 汪张林

`^∷

而i榀
∷} Ⅱ\|∶ !()丨 ll(∷ :6‘ ()k

创浙训 练汁

戈刂
汪 柳 T冠凌

色刂汨i丿|练 J页 口 李好 |  川晓宏

e刂 lli丿 刂练 J页 口 杨雪蛟 海涛

Il|AH20i11o363o11
ˉ
1~~~^——-

∶∶〖:描
∶旧|iI÷∫

箴z爵髯石叠霈髯

保险体利 勾让 W会 保险皋个

汽午内装饰冂l色织双以织物的 /t卜 |及 性能研究

一种乡功能力学综合灾验装‖″|发

跏 龇 材及必性

以人为本的物业管理杖式创浙″丨究

创Ji丿 ‖练J页 匚l 赵敏 T传玉

仓刂lli训 练Ⅰ负口 贡媛媛 f旭

仓刂lli丿 ||绥R1页 口 顾 茅 何芝咱|

创浙训练项口| 张峰 凤权

刨巾TV‖ 练∫贞口 李 波 徐达奇

16

1∵

18

49

)()

|)l

∫;∶∶!

0讠

F兰凵
㈨㈧

Λ‖∶tOl ll()363o5o

`H20111()|363o51

Ⅱ∶)0111o|36〕 052

Ⅵl∶!0⒈11o{3(`{3053

鸯章阝:∶ iFi奄 ;早 ;:cS/PLA复
合纳丬(纟

1F纠主JL∶劣思向勺爿刊彳荠
午畅 魏安方

肇鬲‖1鬲
勹狈 服猢 岘灾毗 Ⅶ 啦 肛 一

艾 rl∶ 柚物染}|lJT究 LJ丌
发

冂问照壮丨中心运营管理研究

磁|′Ⅰ卜Γc;O4∷Ps纳 米材柠|的 |仃刂侨卩|究

川说狃 飞行器l9没 计与实现

太J1饱机仃走方法的微纳分离分析过程枝拟研究

il

仓刂lli丿 |练孑贞口 杨 建 叫'帛'林

包刂Ji丿 |绡(∫页lJ 刊、矸〖 徐珍珍

色刂Ji训 练I贞 LJ 殷继枫 赵国庆

仓刂浙训练【贞冂 罩灵丽 陈志 nll

创羽i丿‖练 1贞 凵 贡了腾 月 |吗 争 强俊

位刂抑i讠 ||练 ∫贞口 徐江豪 傅应强

仓刂汨iV‖ 练∫页口 陶浙攴 杨会成,张传今

第 2Ⅲ Ⅱ、丿t13贞



。1|AH20111o363o54 腰果酚基聚合物的开发与应月l 仓刂矽i,‖ 练 T页 口 张劲松 高建纲

Ⅱ)D

`(`

ΛH20141o363o55

∫\丨

`0111();(;};()|、

6

非线性混合模型 下的言源分离方法研究

氮牡悛畈过汊 个属配合物的台bk、 表征与性能

仓刂汨i训 练 I页 口 角竿犭孟 月 力 李 炜

仓刂JiV‖纟东J贞 口 T骂lHlLJ LlI 李庆海

37 AH20141o363057 臼动调整字体位胃的印章没汁研究

有机介质胁迫下申宁lIll构效变化研究

仓刂汨i丿‖练 T页 口 川玲玲 何朝林, 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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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仓刂抑iV丨 练 T贞 口 干 H 胡章义

l⒊ 0 ΛH201± 1036i3130 紫茗深力 Γ的研究 仓刂|业 丿纟东I页 口 徐成明 贞晓东

l;l Al1201110{J63131
酶促活性载体粑向降解焦化ll水特征微污染物机
芾刂TT彡 ,j

仓刂汨i训 练艹页口 卢志愿 唐 海

13? ΛH2014]0363132 h代人学爿i生态文明意识现状调合研究 包刂llT丿‖练T贞 口 丿占云飞 陈静

133 AH201410363133
基十满足顾客个性化肃求的3D家居城营销策划方
案设汁

刨浙训练项口 曹路艳 月爱珠

AⅡ 20111(){3631)4 搭 l li人 学△实丬网络平台 仓刂」LV|练 T页 口 张小岸 钱龙

tΙ

`丨 " "|R汴
l



135 ΛH201410363135 九鼎宙纸文化传播有限公冂 仓Ⅱ⒓训练 I页 口 刘 欢 张伟兵

136 ΛH201410363136 六安杞{9Ⅱ 编织家J1的外

"产
甲丨丿丨:发 设计 创浙训练 计划 于壮 壮 钱涛

137 ΛH201410363137 分饰式数据流分类系统研究与”川 e刂 V亍 V练 I贞 口 杨和金 刘二民

1J8 ΛH2014]0IJ63138 创JT丿 ‖练I页 凵 朱军 姜忠宇

l;9 ΛⅡ
`01410363139

人毕生人犁国际会展服务社的创建与实践 仓刂lli丿 ‖练项口 胡海航 张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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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H201110363151 仓刂汨iV|纟尔J页 「| 们凯 裴九芳

l)∫) ΛH⒓ 01410363155 离散式人 卜髋入 丨j设 汁 色刂羽TV 练了负口 梁建淘T 韦 山

AH20]410363156 自动套袋垃圾桶设汁 危刂狗i丿 丨缪R1贞 口 姚家国 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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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刂浙丿‖练∫页口 蒋曼云 漆小敏

l( AH20141o363163
仓刂羽i丿丨|练 I页 口 李水豪 赵敏

16丬

165

AH20111o363164
仓刂匆i丿 ||绍kI贞 「J 卢仕鹏 杨春来

AⅡ 2θ 〕41o363⊥ 65
仓刂拍T丿 |练 I贞 日 钱超 亻「lJ慧女昌

166

l(`7

I68

ΛH20⊥ 11o{363⊥ 66
刨扪i丿 |练二贞口 杨爽 张春霞

AH`0111o};63167
雹刂驹i丿 |练 I页 口 陈涛 徐斌仝

AH20141o363168
C刂羽iV||纳 ;Ⅰ页口 赵一初 邓英扣

169 AH201刂 1o363169
创羽i训 练项 口 Tj丨 :红 石 平

⊥70 AⅡ20111o{363⊥ 7o
仓刂扫i丿 |纟东1页 口 葛洋汁 李文江

l/l AH201士 Io363I71
创仝业V∫ |练 T页 口 舒崇Ιt 李传瑞

H201t10363172
创新训练项 口 施 良伟 TΠ∶刚

t73 H201410363t73 智能预测法在电力负荷顶测中的应用研究 创扫i训练项口|施阳阳 魏安静

l l|AH20⊥ 410363174 低功札便携式心电仪设汁 ￡刂Jli丿 |练 I页 口 命俊 脊君。++

lT5|Λ H20111o363⊥ 75
窝谨聋

人机的机理建模与鲁棒最优姿态控制徜
仓刂羽i丿丨|练 T页 口 彭凯 黄宜庆

17(i AH201410∶;63176
哽携式智能多/:体

检测系统设H
仓刂羽T丿‖练 T页 口 朱海朋 裴瑞平

177

|∫ 8

ΛⅡ201110363177

AⅡ

`011to{363178

蒸十物联网的灌溉系统没H 创 lli训 练Ⅰ负口 孙艳 邱月友

山下乍Jl空 /1质
量检控系统没汁 创 JliV‖ 练J页 口 徐 贵 孙 g`{桫、‖

179 AH20141o363179 二级倒立摆系统建杖及控制策H扦 l淠究 仓刂加iV 练 I页 口 马艳艳 邢景虎

180 AH20141o363180 微网光伏发电系统中谐波的治J甲 l淠 究 创浙训练项 口 张志宇 徐杰

181 ΛH201410363181 二白由疫欠驱动轮摆系统稳定扌刂I制研究 色刂扫i丿 |练 T贞 口 谭敏 张艳

L82 AH20141o363182 一种岑十RFID的 超丨丨∫收银系统 仓刂汨iV丨 |绡RT页 口 李宏伟 赵发

AH201410363183
具

十太阳能光伏发电的
·
/·|室 自9ll补 光浇水系统研

色刂汐i讠丨|缓大T页 口 张 翔 柏受军

18刂 AH201410363184
翡窖翳

眙 舭 ⑻

"荆
蝴 xilR舰蛔

仓刂羽i训 练 I页 口 李泽呜 郭欣欣

8o AH`01刂 lO{363]83 自动抄表系统的没汁 刨 lli丿 ‖练 1页 口 耿勇 贲梅初

86 AH201410363186
霪斋夯

Ⅻ栅 岬中经网络的 吨 机器人口标识别算
仓刂lli丿 |纳

`∫

页口 柯婷婷 汇L女局女曷

AH201410363187 面向mN现场总线的交流伺服系统研究

綦十申片机的高性能逆变电源没讠|

仓刂拍iV|练 T页 口 柴 猛 刘 l,xl友

188 Λ丨丨

`()111o30};188
仓刂杓i讠|练孑页口 沈涵利 汗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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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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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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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901刂 |o36i3189

贝|、
ll li至 JlJ。眭检测装苔

类In灬巧刂在线性系统动态特性 ll i}(中 的应川

堪十聚类‖识的光伏发电顶测川|充

汽乍玻璃防盗器设汁

岑十m色 识另刂的机器视觉系统

基十DsP和「F’

ˉ
A冉勺活体虹膜图像㈠ l」 采集系统

ε刂业训练项 口 张冂i! 干介石

ΛⅡ20141o36319(

AH?01|t1o{)6:19

仓刂Ji训纟东T页 口 吴梦冬 丁世艿

刘 俊 杨元园

ΛH20111036{3192
仓刂汨i丿 |练 T页 口 矫洪成 朱世东

ΛⅡ20111oi363⊥ 93
仓刂羽i丿刂练 I页 口 李汪峰 诸志龙

AH丿 01Ll10J63191

ΛⅡ20111o36319鬲

仓刂llT丿 |纳:1贞 凵 张汇饣孥 干风随

位刂Wi丿 ‖练1负 口 嫒 lJ.燕 方俊初

ΛⅡ20t410363196
仓刂浙训练∫贞口 k海江 高文根

ΛⅡ20111036{3197

AHJO111o36|J198

AH20111o∶ 3613199

雹刂JiV|丨 绡;T贞 口 潘钺 生芳

仓刂VT丿 |练 J页 口 张星宇 哀一鸣

创汨i训练J页 口| 井llJ 张明艳

ΛⅡ20141o36320o

、H∶ !()111o∶ 3(`3201

电纺PT吒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过滤性能研究 危刂巾i丿 |练 1页 口 张炎烽 徐文 H

箔黹妆墁秆筚襟葑
刖·眭粲酰Ⅷ安例鞭剞卡

宋|叫Ⅰ个属界lIl复 合ll料 的制侨lj丿t征

仓刂lliV‖ 练孑页口 吴锦培 张艳艳,杨莉

AH?0141o3632o2
e刂

"i丿

‖练1贞 冂 尹良舟 杨莉

AH201110363203
瑞 薯

咫旺长川昀制各及刈纯+紧糖纱的上浆 丨
仓刂lli训 练 l页 口 朱纯平 闩红芹

?()1

20F;

ΛH?01刂 1o3632o4

!衣
J二 客厂l体验的李宁 |卩l牌专卖儿!i的 没闩

氐羌族胖典型服饰的流变与传乐探析

基十人 Ⅱ神经网络的服装Tl卞 :|κ 吨估茸lH刀u没 计

织硭献I鸵笛钎诬年
瓦丽眄 棚

屮|吲
)h代 衤L仪服饰思考 与探索

手 Γ刺绣的创浙设计

徽丈化艺术 与现代 沂饰没汁的纟|{泠 与探究

位刂Ji丿‖练1页 口 仗真兵 |  孙妍妍

AⅡ 20111036J20∫
包刂Ji训 练J页 口 郭云明 T翠娥

∶!()(;

207

∶!()8

2()9

210

弋H20{刂 1(y36}3206
仓刂词i丿 |练【页口 个曲曲 李校林

ΛH?θ 1110363207

AH20i41o讠 632o8

AH20141o36〕 209

Λ丨丨20111C){3632⊥ ()

仓刂矽i丿‖练王页口 汗伟杰 孙玉芳

仓刂Vi丿 练T页 口 吴磊 郭敏

仓刂J⒓ V‖ 练【页口 T先勇 孙莉

ε刂JiV‖ 练项口 T芳 黄俊敏

?" ΛⅡ20141o363211
包刂巾i丿丨|练 1贞 口 衷萌萌 干竹村

)l? \HPO1110{36丨 〕212
仓刂lli丿 刂练 T贞 口 李育曲 T lll娟

~’ l}) \H20111()}363213
仓刂汨i丿 |练 J页 口 高丽祺 李敏

P1刂 lYH201110363214
仓刂杓TV||幼 ;I页 口 刘天丽 张晓伟

'丨

f) ΛH20111o;6;2I5
C刂 Ji丿 |幼J贞 口 叶春苗 邢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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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201410363216

八‖201J1o363217

AHPOJ丬 1o|363218

AH20141o{363219

|红
色上转换纳米探针的靶向成像研究

i￡ 攴化 `壳 粲糖的合成及萁 nll Ⅲ铜冉了研究

咖 光蚓 州

高效原 F转移 自由皋催化体系的△发

创浙训练项口 千宏 丁玉洁

Ⅱ
仓刂羽T丿∫|纟东∫负口

仓刂汨T丿 ‖练∫贞口

创浙丿刂练 I页 口

洪柳 林 英

葛陈兵 刘莉

彭
^(

沈显荣

寄苓

肛 粉煤灰复刽 渊 对而 俐 镉离到 伽 附

桥联双脒基稀 卜配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纳米硫化锏 F向 制备及性能研究

庖刂汨i丿 |纟尔【贞口 箩厅俊福 宋庆平

创饣i训 练项 口 方浩杰 T崇侠

、H2014]O363222
创浙训练项 口

`仃

止1阳 下芬华

AH2o141o36322

AH2oJ41o{36322

仓刂lli丿 ||练 】页口 蔡水展 吴友吉

旨碱微△物资源的分离、鉴定 L讠 忤硐 仓㈨ i丿‖练项「l 杨倩 |  李松
?」

`

?26

ΛⅡ20111o36i;225

ΛⅡ2o111o363226

|0-葡
询糖苷 IlJ抑制利产 JΙ 由的 l ji变选丙

孑L液液膜分离宙集废水中的力t卩阝)

孑L酸 内J出 曲培养 Ⅱ艺 f向 优化

一步法酶催化合成I'-芳 吞内氮 l,

农业废弃物微波炭化制各活性页页其去除环境氵s

e刂羽iJ|练 1页 口 饣∵走Ξ T洲

ε刂Ji丿丨练 I贞 口 高豹 李兴扬

`28

\Ⅱ PO141o363227
刂业实践项 口 葛春 lJ 伊长义

AH?0141o363228

AH20141o363229

驯扪i训 练 I页 口丨下韬韬 朱龙宝

2?9

)刂 浙训练项口|余徐飞 宫建龙

2{;(

贳笈省菠漪桂雏糈篑

贝载壳宋 W冉 夏合吸附剂的制
￡刂羽iV||练 T贞 口 关尧尧 宋珍霞

"
 
~
 

〓

试验研究

t例坝祝li r△ F9人 ΓⅣ地处理生活氵,水

各甘蒜桀
钏 仁 锹 妣 催花鲫 焦雠 水的

仓刂汨i训 练 1页 口 赵杨春 徐大勇

包刂矽iV||绡(I页 口 氽苘 颜酉斌

Ⅱ
 
~
 
"
 
~
 
b

,
ハ

 
一 
 
〓
≡
 
一 
 
’
≡

AH`01{10|〕 6323丬

AH201刂 1o3632i:3

吞矜
硎 夕眭浙捌 钮 刈雨

人数掘时代下旅游企业的网络什仂创羽i及运行

仓刂杓i丿丨练 T贞 口 李长兴 稆晋石

仓刂JiV∫ |练 I页 冂 卜为(为〈 秦厂虎

仓刂浙训练项 口 勹阝I岗 贞桂琴

236 AH20141o363236

AH201410363237

研究
坯̌卧冂v 麒吧彩 帑翁卞{们传播策略实证

岑十社交资产的自煤体用户
`′

仃)Jェ 化1丿f究

仓刂lliV丨 |妫:JJt lJ 湍亚蕊 孙颖

?}37

ε㈨ i丿‖练 T页 口 田健 吴勇

S
 

一
 
9

、丨I2o111o363238 基十微信技术的020苷销枝式研宄

中小企业能源效率及影响 |丿1奈 研究

姓

有服务匹屺的多扌攴能丬寸求现场宀 制 略 调度研

仓刂yli丿 ||练【贞口 郭中翔 李币义

AHPO111oi〕 6)239
危刂l li丿 |练 1页 口 汗 勇 手惊涛

240

241

!l}!

AH20141036321o
创羽i训 练项 口 命志欢 刘志

AH2o1|Lo363211

ΛH∶ )OlJ1o}163242

芜/ll巾 巾i能源汽午 丨J场推丿的对笊

舁
向咖 漂吓纫拘硎 适而

=酬
咖 删

包刂lli丿刂练Ⅰ贞[| 闸玉放 李继

创浙丿∫|钧i∫J(口 F闩 展岚 丿冉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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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人学校园电
`、

丁服务平台的构建 创业实践【贞口 徐倩佶 朱钰

z14 、Ⅱ2014Io363244 人学生校冂实物换购调研 创业实践项 日 叫 了 T春荣

21o ΛH20111o363245 仓⒀J||练工页口 包浔|芳 张芳

216

247

AH201410363246 荩十均值一方并模型的农产 界l细 合质押融资研究 刨新训练项 目 李听璐 张云丰

AH201110363247 企业顾客满意改进策略研究 雹刂祠i丿丨练∫页口 程 斌 伺惠妍

?丨 8 AH20141o363248 牡十物流网技术的物流作业流 ll优化训练 仓㈨ iV‖ 练 T页 口 韩月兴 林 林

249 AH201准 10363249 刨业训练项 口 下志鹏 姚宗建

!|`0 AH2014⊥ 0363250
苯十色谱经济分析法的皖汪Jlk巾 亻|l丈 化产业发展
瓶颈问题研究 包刂JT丿 |纟东【贞口 盛情 汪 磊

251 AH~’ O1110363251 芜溯社【
“
居家养老

”
模式探讨与研究 位㈤亍训练【页口 贞肯靖 刘 伟

252 AH201410363252 芜湖
“
ψ了巷

”
历史文化街【古建筑群室内装饰

设计研究 仓刂JiV 练 T贞 口 干智龙 田培春

253 AH201410363253 《情景互动厂告效果优化策略研究》 仓刂拍i训 练 l页 口 张瑞龙 杨思杰

P54 AⅡ20141036i〕 254 安徽灵中钟馗画:重构与转换 仓刂羽i丿 |练 I贞 口 赵 善 程 瑶

2∶
j|j ΛH201410363255 徽州古民居室内空问的框景手法在当代室内设汁

中的运用 仓刂却i丿 |练 I页 口 干莉莉 齐宛苑

256 A丨I201410363256 芜湖铁画
“
煅制

”
⒈艺考析 仓刂汨iV|练 T页 口 李兆 张慎成

!57 AH2014103632月 7

“
民艺

”
杖块化理念在儿芾敉育中的应用一以鲁

两南
“
‖样本了

”
为例

危刂Wi丿 ‖练 1页 口 郭振华 张慎成

2i8 AⅡ 20141036|;258 堪十徽州视觉符 刂的旅游产 |卩丨没卜 仓刂谰i丿‖练 l页 口 T壮壮 李响

259 ΛH20141o363259 原创软陶饰谓l抖件设计制作 色刂|⒓ V|练 T页 口 张晓伟 伍鹏飞

AH201410363260 铁画艺术在芜湖旅游纪念谓|丌 发中的应月l 创业V‖ 练I页 口 刘学军 刘明彬

261 AH20141o363261 綦十绀构创狎i下 的儿芾家J1艹j利∫Π设计 仓㈨i训 练T页 口 曹剑锋 程华波

`62
、H?0141o363262 “

中国梦
”
主题公斋厂告的传播策略与表现研究 仓刂匆i训 练 I页 口 马亚衬 费利君

263 AH201410363263 刨浙训练项口 李妍 杨艳红、张海敏

z64 AH201410363~’ 61 铁画艺术在芜湖现代岽观中的|“

`冂
研究 包刂lli丿 ‖练 1页 口 董安鑫 吴劲松

∶?t`; \‖ PO141(∷ ;6326s 塔 J二 Λndr。 id闩勺移立丿J凵 标检测 仓刂lli丿 |练 I贞 口 杨浩 谷灵康

266 AH201410363266 芜湖公交出行助手APP 刨羽i训 练顼 口 陈敬标 修宇

267 AH2014]0363267 基十智能移动终端的光伏微电网sCADA设 计 刨矽iV‖ 练 I贞 口 陈文龙 胡平

AH201410363268 智能交通系统中午犁识刑的分析与没汁 仓刂狗iV|练 1页 口 魏鹏翔 杨丹

AH201410363269 墩十物联网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纭 包刂羽T丿 |练 1页 口 陈贤煜 鲍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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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安中手写电了板书助手 刨|⒓ 丿‖练 I页 口 杨玉仁 汀国武

271 ΛH201110363271 基十AndroidH勺物联网远稆移刀J控制平台 创狗i训 练顼 口 十凤伟 唐肝翌

272 、H20⊥ 410363272 创浙训练项 口 薛国强 张 义

273 ΛH2014]0|;6{327}〕 视频通 话字幕软件 创羽i训 练项 口 彭  钏 张丽平

2了丬 ΛH20I11o36327刂 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手机定位系统 仓㈨i丿 |练 T页 口 姜跃 李钧

27o AⅡ 201410363275 基十颜色识别的智能搬运 午的没汁与实现 e刂 Ji丿 ‖练T页 丨] 川健 李臣龙

276 ΛH2011Iθ 363276 基十Android的个性化羽i闻 推荐系统 创浙训练项 日 干|习 |闯 杨磊

277 AⅡ20J410363277 虚拟二维比对文检仪 仓刂ViV 练T页 口 郑少飞 丿′楠

× A"201410363278 午牌识别技术的l湃 究与设计 仓刂祠T丿 练孑页口 刘兵 邹 姗

279 ΛH20141o363279 人学生利技创词i皋地自我管I里‖j刂疫的构建 创抑i训 练 I页 口 文刂丿成氵葫 马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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