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者 刊名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期数/月份）
刊物级别 备注

1 齐祥明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
基于单片机的量程转换数字电压表设计 2019年第4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2 齐红 科技风 基于“匠心•慢设计”设计观的中国平面设计研究 2020第05期/2月中 四类

3 储可可 艺术研究 徽派建筑视觉元素对当代建筑摄影艺术的影响 2020年第2期 四类

4 储可可等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探讨数字艺术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的影响 2020年第2期/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 宋淘 池州学院学报 自媒体时代手机摄影兴起对新闻摄影的影响 2019年第6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6 邹丽萍 数码世界 互联网+智慧课堂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2020年第3期/3月 四类

7 邹丽萍 计算机产品与流通 智慧课堂建设对教学改革及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2020年第05期/5月 四类

8 陈富汉 数码世界
云计算在高职学生计算机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研
究

2020年第1期/1月 四类

9 陈富汉 计算机产品与流通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育教学中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的运用研究

2020年第03期/3月 四类

10 陈富汉等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OBE理念下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模式研究 2020年第02期/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11 陶健林等 科教文汇 数字媒体技术在游戏UI中的研究 2019年第12期/12月下 四类 2019年未统计

12 陶健林等 
才智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在基层农村的调查实践 2020年第04期/2月 四类

13 陶健林等 安阳工学院学报 航空四站装备保障效能的评估研究 2020年第6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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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汪婷 科技经济导刊 人力资源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干部的管理研究 2020年07月（上） 四类

15 汪婷 山西青年 高校辅导员新生教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2020年第07期/3月 四类

16 汪婷 山海经：教育前沿 浅谈孟子的“知人论世” 2020年第36期/12月下 四类

17 王伟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基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模式下的高职服装设
计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2020年第S1期/6月
三类

（本科学报）

18 王伟等 西部皮革 成鞋吸湿、透湿性测试仪软件研究 2020年第1期/1月 四类

19 王伟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服装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2020年第1期/1月 四类

20 王伟等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in Modern Costume Design
2020年第126卷/4月 一类

《科学引文索引》SCIE收录，

有检索报告复印件

21 李荣 普洱学院学报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探讨 2020年第5期/10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2 刁均艳 纺织报告 仿生元素在服装面料设计中的应用 2020年第5期/5月 四类

23 刁均艳等 保健文汇 婴幼儿营养不良的防治与护理 2020年第25期/10月上 四类

24 段春晖等 知识经济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路径探析 2020年9月下 四类

25 张艳艳 现代商贸工业 善因营销在我国保险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2020年第30期/10月下 四类

26 李婷 科技创业月刊
技能竞赛对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素质提升效果分
析

2020年第2期/2月 四类

27 李专 现代商贸工业 高职电商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研究 2020年第6期/2月下 四类

28 李承鹏等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M-polynomials and topological indices of linear chains

of benzene,napthalene and anthracene
2020年1月 一类

《科学引文索引》SCIE收录，

有检索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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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吴福贵等 电镀与环保 传动轴轴颈的修复及修复层的性能 2020年第1期/1月 三类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

期刊(2019-2020年度)(扩展
版)

30 陈明霞等 职教论坛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理论梳理与反思 2019年第12期/12月 三类
2019年未统计，北京大学《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来源期刊

31 陈明霞等 教育与职业 百万扩招后高职院校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2020年第10期/5月下 三类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7年版）来源期刊

32 刘畅等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
冷焦溢流水温度控制的前馈—反馈系统设计 2020年第5期/10月

三类
（本科学报）

33 刘畅等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基于DCS延迟焦化污水的除油脱焦自控工艺优化设计
研究

2020年第9期/9月
三类

（本科学报）

34 邹韶明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不同梳齿形状的微纳力测量装置研究 2020第2期/5月

三类
（本科学报）

35 赵夫超
九江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薄壁支架零件加工变形分析 2020年第1期/3月

三类
（本科学报）

36 赵夫超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
基于模面工程的轿车侧围的拉延成形数值模拟 2020第2期/6月

三类
（本科学报）

37 赵夫超 石油石化物资采购 口杯注塑模拆装与工作零件测绘实验综述报告 2020年32期/11月中 四类

38 王淑芳等 科技风
仿真软件在高职《城市轨道交通电工电子技术》教
学中的应用

2020年第7期/3月上 四类

39 叶彩霞 科技经济导刊 基于PLC与WinCC的污水处理监控系统设计研究 2020年第05期 四类

40 夏燕玲等 科技风 基于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的教学研究 2020年第15期/5月下 四类

41 刘畅等 自动化应用 石油化工行业建设新增空压站DCS设计方案与原则 2020年第6期 四类

42 李陶胜等 青年生活
基于PID控制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中对机器人供电的
太阳能电池组中的典型应用

2020年第02期 四类

3



43 丁海娣 
才智 组织行为学视角下高职院校班级管理研究 2020年第15期/5月 四类

44 舒满征等
九江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基于AutoForm的轿车侧围拉延工艺补充设计与优化 2020年第1期/3月

三类
（本科学报）

45 胡强圣等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冻融后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弯性能有限元模拟 2020年第2期/3月

三类
（本科学报）

46 胡强圣等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
水泥和骨料化学成分对碱骨料活性影响的试验研究 2019年第4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47 吴超等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
基于AE对预应力钢筋砼梁损伤试验分析 2020年第3期/9月

三类
（本科学报）

48 张赛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基于职业标准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以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2020年第1期/3月 三类

49 杨庆丰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大数据平台建设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的影
响

2020年第9期/9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0 张文剑等 新丝路 鲁班文化对高职建筑类专业教育的助力探索 2020年第22期/11月 四类

51 余锋等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法律素养的培育 2020年第5期/10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2 刘志龙等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
再生骨料混凝土抗压强度的试验研究及其机理分析 2019年第4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53 李萍等 Plant Disease
First Report of Alternaria tenuissima Causing Leaf Spot

on Iris ensata in Anqing,China
2020年104（5） 一类

《科学引文索引》SCIE收录，

有检索报告复印件

54 徐基艳等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树莓不同品种在安庆地区的引种适应性研究 2020年第2期/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5 黄守敏等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4种植物粗提取物对粘虫及小菜蛾的毒力作用 2020年第5期/5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6 余碧霞等 中国瓜菜 不同光质对两种芽苗菜营养品质的影响 2020年第10期/10月 三类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7年版）来源期刊

57 余碧霞等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两种微型蔬菜栽培系统的研究 2020年第2期/6月
三类

（本科学报）

58 哈满林等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高职院校农业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2020年第1期/3月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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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叶晔 文艺生活 如何在高职服装设计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2020年23期/12月上 四类

60 姜晓斌等 电子工程学院学报 辣根的组培苗生产技术 2020年第4期 四类

61 方亮等 山海经：教育前沿
高职理工专业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路径探究——以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2020年第4期/2下 四类

62 方亮 山海经：教育前沿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大学生心理干预与育人探究—
—以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2020年第14期/7月下 四类

63 方亮等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高职院校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探究 2020第6期
三类

（本科学报）

64 董泓等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职业技能大赛引领下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研究

2020年第1期 四类

65 左方霞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及成因管窥 2020年第5期/10月
三类

（本科学报）

66 左方霞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大学生从事电子商务创业的机遇、风险及应对策略
探究

2020年第14期/7月 四类

67 余世建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

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浅析 2020年第3期（6月）

三类
（本科学报）

68 余世建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

报
大学生消费价值观教育探析 2019年第6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69 胡良沛等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从“霸权”到“民主”——芬伯格对人工智能霸权
的破解

2020年第1期/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70 李跃花等 池州学院学报 高职院校大学生“互联网+社会实践”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第3期/6月
三类

（本科学报）

71 余汶桦等 池州学院学报
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研究

2019年第6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72 余汶桦 中文信息 当代大学生消费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对策探析 2020年第8期/8月 四类

73 曹爱娥 长春大学学报 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教学  供给侧改革研究 2020年第10期/10月
三类

（本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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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曹爱娥 安阳工学院学报
“陌生化”手法在电影《魔童降世之哪吒》中的应
用

2020年第3期/5月
三类

（本科学报）

75 曹爱娥 鄂州大学学报 从心理学视角分析电影《伯德小姐》中的亲密关系 2020年第4期/7月 四类

76 曹爱娥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需求分析视域下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因素研究 2020年第10期/5月下 四类

77 曹爱娥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Faced b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1-mill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2020年4月 四类

78 查艳 文体用品与科技 浅析太极拳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作用 2020年7月（上） 四类

79 查艳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
安庆市中学校园足球发展现状研究 2020第1期/3月

三类
（本科学报）

80 姚咏 普洱学报
从“排斥”到“聚合”--对大数据整体性思维的反
思

2019年第6期/12月
三类

（本科学报）
2019年未统计

81 姚咏 普洱学报
从“冲突”到“一致”--论马克思对机器形成过程
的分析及其当代意义

2020年第4期/8月
三类

（本科学报）

82 吴一鸣 教育发展研究 扩招推动下高职教育类型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2020年第13、14期/7月 二类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19-2020)来源期刊，有检
索报告

83 吴一鸣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职业

技术教育
协同治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困境与纾解 2020年第6期 二类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有检索报

告

84 吴一鸣等 教育与职业 产教融合协同治理中第三部门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2020年第21期/11月上 三类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7年版）来源期
刊，有检索报告

85 吴一鸣 农业展望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现实路径与政策导向 2020年第1期/1月 四类

86 吴一鸣等 中国教育报 以“三全育人”保障质量型扩招 2020年11月10日 国家级报纸

87 吴一鸣等 中国教育报 发挥高职扩招优势培养更多更优乡土人才 2020年9月15日 国家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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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明人姓名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专利证书编号 备注

1 吴福贵 一种防损伤的车床加工辅助装置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发明专利 2019.8.19 2020.10.30 ZL 2019 1 0764844.6

2 吴福贵 一种基于车床加工的辅助装置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5.8 ZL 2019 2 1344263.9

3
余碧霞

徐基艳
陶许一

一种防空洞微型智能蔬菜机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实用新型专利 2020.01.23 2020.10.27 ZL2020 2 0145804.1

4
余碧霞

李萍
姜晓斌

一种鱼菜共生式蔬菜栽培机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实用新型专利 2020.01.23 2020.10.27 ZL2020 2 0145803.7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度教师成功申请专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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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著或教材名称 出版书号
书本

类型

学科

类型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字数

(千字)
有无署名单位 备注

1 毕璋友
高职农林类专业群内涵建

设的研究与实践
ISBN 978-7-109-26740-4 专著 人文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0年9月 52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2 刘畅 机电一体化技术 ISBN 978-7-5647-7519-3 教材 自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 62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3 李陶胜 轨道交通车辆电机与电器 ISBN 978-7-5647-7519-4 教材 自然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主编

4 夏燕玲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ISBN 978-7-5612-6829-2 教材 自然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50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编

2019年未统计

5 金明 汽车机械制图 ISBN 978-7-122-37277-2 教材 自然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年10月 /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主编

6 姚咏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教程 ISBN 978-7-5647-6722-8 教材 人文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60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编

7 汪俊
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美学

研究
ISBN 978-7-5581-8681-3 教材 人文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110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度教师公开出版专著、教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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