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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 年度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经费卡号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经费 

卡号 

1 航运信息交互平台的开发 雷勇 张杏谷 C06265 

2 船舶机电设备嵌入式控制系统平台搭建及性能研究 陈笃奖 杨国豪 C06266 

3 降低船舶焚烧炉 NOX排放率的实验研究 黄明明 陈景锋 C06267 

4 曲轴臂距差测量数字显示的实验研究 黄立国 林金表 C06268 

5 高智能伪钞鉴别仪 占 凯 
崔博文 

李振宇 
C06269 

6 蓄热式换热器密封结构的实验研究 罗 军 卜庆才 C06270 

7 PLC与船电系统控制 黄兵兵 张以霞 C06271 

8 我省长毛明对虾种群遗传学的研究 曹庆霞 黎中宝 C06272 

9 红树植物秋茄对工业废水净化作用的研究 吴欣欣 李元跃 C06273 

10 基于海洋生物胶体物质的骨粘合材料的研制 李勋雷 郑江 C06274 

11 利用养殖废水培养微澡开发微澡生物质能 税春 谢仰杰 C06275 

12 优势菌种耦合好氧流化床高效降解制药废水 周高煜 吴永沛 C06276 

13 化学镀法制备超疏水金属表面 许 薇 张芹 C06277 

14 TiO2光触媒在室内空气污染及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唐松超 陈锦芳 C06278 

15 臭氧催化氧化饮用水中的内分泌干扰物 张玉芳 柯火仲 C06279 

16 从剩余污泥中高效回收磷资源的工艺研究 潘 媛 段金明 C06280 

17 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的植物修复研究 江娇玉 林建清 C06281 

18 增强人体体质的体育锻炼方法学与机理的实验研究 肖太明 任保莲 C06282 

19 
现阶段泉州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和财政支持的

研究 
刘梓鸿 黄衍电 C06283 

20 对厦门“家电下乡”现状的调查与建议 陈洁 石爱虎 C06284 

21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财产收益保障机制研究 

——基于厦门市及周边地区的调研 
王钰婷 丁少群 C06285 

22 安溪茶产业模式探究 蔡郑华 谢绵陛 C06286 

23 厦门吸引外资的外溢效应分析 庄美瑞 马明申 C06287 

24 对厦门莲坂明发广场未来前景的探索 林月洁 刘广洋 C06288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船舶机电设备嵌入式控制系统平台搭建及性能研究.doc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降低船舶焚烧炉NOX排放率的试验研究.doc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曲轴臂距差测量数字显示的实验研究.doc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高智能伪钞鉴别仪.doc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蓄热式换热器.doc
申报书/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轮机工程学院/PLC与船电系统控制.doc
申报书/2.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水产学院/曹庆霞-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_2009_.doc
申报书/2.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水产学院/吴欣欣-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doc
申报书/2.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水产学院/李勋雷--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doc
申报书/2.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水产学院/税春--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20(2).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2009年科研实验申请表(吴永沛).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创新新实验计划项目申请表_张芹.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创新实验计划项目（陈锦芳）.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性项目申请书（柯火仲）.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创新实验项目（段金明）.doc
申报书/3.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生物工程学院/申报书(林建清).doc
申报书/4.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体育学院/体育学院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申请书(已修改).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申请书(刘梓鸿）.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申请书(刘梓鸿）.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陈洁）.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王钰婷）.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王钰婷）.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蔡郑华）.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创新性项目申报书（庄美瑞）.doc
申报书/5.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财经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林月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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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经费 

卡号 

25 
基于管理心理学对在校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选择

的调研 
邓佳颀 蒋晓蕙 C06289 

26 基于 web2.0技术的高校毕业生推介网络建设与推广 柯彬彬 
蒋晓蕙 

李庆昌 
C06290 

27 厦门市典当业的前景预测及分析 黄梅青 邱吉福 C06291 

28 大三通环境下两岸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 黄涛 傅丽 C06292 

29 鲜奶 E时代——危机时代新选择 魏雪玲 
王兆明 

杨芳 
C06293 

30 
建行“e路通”杯网络商务创新大赛—手机银行创新

产品拟开发及营销 
洪志杰 

王兆明 

黄飞飞 
C06294 

31 量程可调的高精度自动测重系统的设计 高辉辉 叶文才 C06295 

32 基于 PT2262／2272的遥控多路开关的设计 陈裕祥 
许碧惠 

解源 
C06296 

33 农业育苗无线温度监控网络设计研究 林杨宝 
陈仅星 

舒  剑 
C06297 

34 无线网络数据采集系统开发 林新 郑佳春 C06298 

35 餐馆无线电子点菜系统 詹可钟 朱奕丹 C06299 

36 基于嵌入式 Web服务器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戴树森 
李咏梅 

茅剑 
C06300 

37 微型超声波倒车雷达应用研究 杨昕 浦云明 C06301 

38 机器人 3D仿真研究 蔡华旭 
王罡 

李咏梅 
C06302 

39 C#手机嵌入式开发项目 郭应舟 
鄂大伟 

尤志宁 
C06303 

40 数字水印技术实验演示系统与算法研究 张松坛 付永钢 C06304 

41 Skype计费软件开发 范秋香 
庄建东 

陈杰 
C06305 

42 基于 Web智能型助学网站 刘春发 李传目 C06306 

43 厦门市公交网-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蔡建军 
李咏梅 

刘晋明 
C06307 

44 厦门市公交网-公交语音导航专家系统的研发 孙云平 
刘年生 

余元辉 
C06308 

45 太阳能水藻打捞观景船 李庚 陈祝平 C06309 

46 摆动液压缸机构的创新综合理论与软件开发 徐渭琦 常勇 C06310 

47 聚光型太阳能光电光热一体机 洪狄意 
许志龙 

刘菊东 
C06311 

48 Office 2003的 VBA开发 林少锋 
林秋宝 

吴龙泉 
C06312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基于管理心理学对在校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选择的调研）.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基于管理心理学对在校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选择的调研）.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基于Web2.0技术的高校毕业生推介网络建设与推广））.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厦门市典当业的前景预测与分析）.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大三通环境下两岸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鲜奶E时代-危机时代新选择）.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建行“e路通”杯网络商务创新大赛——手机银行创新产品拟开发及营销）.doc
申报书/6.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工商管理学院/申报书（建行“e路通”杯网络商务创新大赛——手机银行创新产品拟开发及营销）.doc
申报书/7.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信息工程学院/高辉辉-量程可调的高精度自动测重系统的设计.doc
申报书/7.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信息工程学院/陈裕祥-遥控多路开关的设计.doc
申报书/7.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信息工程学院/林杨宝-农业育苗无线温度监控网络设计研究.doc
申报书/7.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网络数据采集系统开发.doc
申报书/7.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信息工程学院/集美大学餐馆无线电子点菜系统.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基于嵌入式Web服务器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戴树森.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2009112119561465-倒车雷达2(杨昕）.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JMU3D申报书（蔡华旭）.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C%20手机嵌入式开发项目申请书-郭应舟.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报书(张松坛）.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skype计费系统申请书(范秋香）.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申_报_书%20刘春发.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大学生创新申报书（2009）%20蔡建军.doc
申报书/8.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和申报书-计算机学院/大学生创新申报书（2009）%20孙云平.doc
申报书/9.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机械工程学院/徐渭琦.doc
申报书/9.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机械工程学院/聚光型太阳能光电光热一体机.doc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office2003的VBA开发（林少锋4人、吴龙泉）new.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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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指导 

教师 

经费 

卡号 

49 VoIP语音电话网关研制 陈炜 
陈金太 

雷国伟 
C06313 

50 基于 ISM频段的安全卫士设计 张熠 
唐丽华 

黄宏纬 
C06314 

51 具有验证功能 BT服务器端(tracker)程序开发 吴权耀 
毛兴宇 

李仁全 
C06315 

52 智能红外学习机  陈正弟 
游荣义 

廖文良 
C06316 

53 基于 FPGA的蓝牙跳频模块研制 张灿源 
黄晓菁 

舒强 
C06317 

54 当前群体事件的新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黄丽端 李绍平 C06318 

55 水生野生动植物立法保护调查 黄旸旸 肖金发 C06319 

56 洋快餐文化对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 王均 李晋珍 C06320 

57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厦门“夹生层”收入群体住房

难问题调查 
严开慧 李友华 C06321 

58 
人生拐点处的权衡——关于厦门地区高校大学生就

业意愿的实证分析 
沈博雅 杨贵华 C06322 

59 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法规范 钟雅丽 周美华 C06323 

60 新型建筑结构体系模型设计与制作研究 牟利超 
回修杰 

林煌斌 
C06324 

61 
基于 PLC的 AS-i 网络构成及与 PROFIBUS总线的通

讯 
林萃扬 

刘再兴 

胡惠玉 
C06325 

62 植筋锚固梁粘结锚固性能的实验研究 吴择海 刘  强 C06326 

63 
电子商务单一型平台交易商拓展为复合型交易平台

商的可行性研究与策略设计 
陈小榕 

王兆明 

杨 芳 
C06327 

64 电子气象站 王品辉 
王晓峰 

陈俊英 
C06328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VoIP语音电话网关(陈炜）.doc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基于ISM频段的安全卫士设计（张熠）.doc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具有验证功能BT服务器程序开发(吴权耀).doc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智能红外学习机（陈正弟）.doc
申报书/10.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理学院/基于FPGA的蓝牙跳频模块研制（张灿源）.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当前群体事件的新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水生野生动植物立法保护调查%20.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洋快餐文化对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厦门“夹生层”_.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厦门“夹生层”_.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人生拐点处的权衡关于厦门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实证分析.doc
申报书/11.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汇总表与申报表-政法学院/人生拐点处的权衡关于厦门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实证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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