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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0 年高校科协项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高校科协项

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晋科协函〔2020〕45 号)的要求，现将

我院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2020 年度申报项目包含三大类,具体如下：

（一）服务全省中心、战略工作前瞻性研究

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和我省 14 个重点标志性引领性

产业集群的建设（聚焦半导体、大数据融合创新、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光电、光伏、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

金属材料、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煤机智能制造、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通用航空、节能环

保），将这些前沿科技形成科普作品或科技成果科普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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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干部群众理解山西省产业升级的方向目标和发展前

景，介绍高校科技工作者就相关内容进行探索研究的成果。

成果形式：项目任务期满形成科普作品。

（二）高校科协自我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探索

围绕如何更好地开展高校科协工作，更好地服务高校科

技工作者，使高校科协真正成为联系、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桥梁和纽带展开研究，对高校科协的发展路径进行实践探

索。

成果形式：任务期满提交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工作的报告

建议，推动高校科协建设。

（三）高校科协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及其相关研究

根据高校的工作实际，充分依靠高校科研人员，积极开

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等活动，

弘扬科学技术、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针对各高校

学生科普工作开展相关研究实践，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普

及的有效途径和渠道；围绕学校优势学科开展实验室开放、

青少年科普活动，介绍高校院士、教授优秀学术带头人科技

成果和科学精神，指导学生科技实践等各类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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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任务期满需将相关活动资料装订成册或研究

报告，形成 1 份结题报告。

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8 月-2021 年 6 月，省科协对每

项立项项目计划资助金额 1-3 万元。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对照列出的项目类型，结合实际进行申报，

专家评审，择优确定资助，优先资助课题研究。

2.申请人认真填写山西省科协《科普项目申请表》，明

确项目主要内容、目标和预期绩效、具体实施方案以及经费

预算等。

3.项目申报书要根据项目需要填写项目预算，并按照预

算支出项目资金。项目资金可用于以下支出：

(1)资料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发生的资料收集、录入、复

印、等费用；

(2)数据采集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数据跟踪采集、

科学研究用样本采集等费用；

(3)印刷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打印费、印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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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耗材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办公用品购买

费等；

(5)会务费：指在项目过程中为了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

询、协调项目研究工作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及参加学术会

议、活动需要支付的会务费；

(6)劳务费：指用于支付项目组成员的劳务费用或补助；

(7)咨询费：指在培训、会议等活动中支付给聘请的专家

的费用。

(8)差旅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开展科学考察、业务调研、

等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二)申报时间及材料要求

申请人须于 9 月 16 日之前将《山西省科协项目申报书》

(附件 1)、汇总表(附件 2)和佐证材料一式 4 份报送科研处,

电子版发送至科研处邮箱:xzsykyc@163.com.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山西省科协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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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科协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基于新媒体视角下石墨烯的科学宣传

项目申报单位（公章）：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0 年 8 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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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⒈ 本申请表是申报山西省科协科普项目的依据，填写各项内容

须实事求是，表述应准确、严谨，预算必须客观、精准。表

内栏目不能空缺，格式不符、内容不全的申请表不予受理。

⒉ 每一个项目填写三份纸质申请表，批准后项目单位各留存1

份，省科协财务部、普及部留存各1份，同时报送电子版。

⒊ 申请表为A4开本，要求计算机打印填报，复印时可用A4复印

纸。

⒋ “项目名称”应确切反映项目内容和范围，最多不超过20个

汉字。

⒌“申报单位”填写单位全称。

6.项目申请表中项目单位、推荐单位必须加盖公章，项目单位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须签字，项目申请表寄送山西省科协科普部。

通讯地址：太原市迎泽街 388 号（迎泽桥东 国际大厦 12层）

邮编：030001

联系电话：（0351）4066820，传真：（0351）4066820

电子信箱（E-mail）:sxkxpj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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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基于新媒体视角下石墨烯的科学宣传

申

报

单

位

名 称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类型 社团组织 事业单位 √ 其它

通信地址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东大街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法人代表 常中昱 电话 13935597157 传真 无 邮编
046

204

项目联系人 郭伟伟 电话 18835582802 E-mail 1030584144@qq.com

开户银行 长治银行潞矿支行 帐号 5025535500013

合 作 单 位
1.潞安化工集团

2.平遥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园

项 目 起 止 时 间 2020 年 8 月 至 2021 年 6 月

项目分阶段具体实施目标

时间区间 实施内容和目标

2020.08-2020.10
查阅、搜集、整理 2004-2020 年石墨烯的文献、期刊、博硕论文等

相关资料，为视频素材做基础。

2020.10-2021.1

1. 采访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专家，科学、全面的了解目前

石墨烯的基础研究、产业化的前期研发、未来之路等；

2.实地考察平遥石墨烯产业园区，真抓实干找素材，认真履行高校

科协工作者的紧迫使命和责任担当。

2021.01-2021.02

向潞安集团职工和长治市青少年俱乐部群体做问卷调查（关于石

墨烯在山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的了解认知

度），征求对视频的需求和意见

2021.02-2021.04
1. 制作石墨烯系列科普短视频；

2. 配套定制石墨烯系列科普绘本。

2021.04-2021.06

1.高校课堂、成人培训课堂、青少年研学贯穿石墨烯科普系列短视

频，并提出作品的意见和建议；

2.形成成熟的科普短视频、科普绘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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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经费预算 单位：0.5（万元）

申请经费支出预算

科 目 预算数

支出预算合计： 0.5 万元

具体科目：

1、资料印刷装订费：

主要用于项目研究资料

检索、复印、装订等费用；

0.02万元

2、办公耗材费：用于

项目必要的办公用品、办

公耗材等费用；

0.01万元

3、差旅费：用于项目研

究过程中开展科学考察、

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差

旅费用；

0.35万元

4、专家费：用于项目研

究过程中支付咨询专家、

结题验收专家的费用；

0.1 万元

5、劳务费：用于项目

组成员制作宣传品等的

劳务费用。

0.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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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1．课题负责人

姓 名 郭伟伟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04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职 务 基础部主任 学 位 硕士

毕业校名 山西大学 毕业年份 2005.06 专 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通讯地址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邮 编 046204

联系电话 18835582802 手 机 18835582802

E-mail 1030584144@qq.com
身份证号

码
140424198204294822

相

关

研

究

基

础

和

成

果

相关研究基础：

1.我校于 2020 年 9 月成立了石墨烯研究课题小组，多方查阅资料，外出常州、

无锡石墨烯产业发展示范区、平遥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园考察项目实施、投产、发展

状况，已形成调查报告一份；

2.山西煤化所与潞安化工集团 180 项目合作，我校化学老师也参与其中，对于研

究石墨烯有便利条件和丰富经验；

3.目前正在参与青少年研学教育工作，可以活动在多个科普基地和户外拓展基

地，为短视频的宣传普及、提意见提供了很大的对象便利。

成果：

目前项目组也有相关石墨烯系列课件，利用高职课堂和户外青少年研学达到科

普效果。最终，为了直观、浅显易懂，项目组在征求科普对象的需求，进而制作普

众性的科普系列短视频，将通过抖音、快手等媒介进行传播，以达到科普成果全民

共享。

2．主要课题参与人员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位 职称 专业 承担任务 单位

刘海霞 女 1975.11 硕士 副教授
矿物加工工

程
素材准备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韩晓晶 女 1981.1 硕士 讲师 应用化学 采访、拍摄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国琴 女 1982.12 硕士 讲师 应用化学 调查问卷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张智广 男 1979.12 硕士 讲师 计算机 制作图片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杨梦茜 女 1988.12 学士 讲师 英语 制作视频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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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一、立项背景与依据（包括研究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应附主要参考文献及出
处）

1.研究目的

根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和《山西省新材料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省委省政府已经把石墨烯等新材料列为三年行

动计划的重点项目。其中，欧盟将石墨烯列入“未来新兴旗舰技术项目”和“地平线 2020 计

划”。

高校科协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

和知识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我校科协以此次课题为契机，

认真履行好科协组织责任使命，把“四服务”职责扛在肩上，做出实绩，运用新媒体手段对石

墨烯在山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让石墨烯

更接“地气”，充分发挥标准的规范+引领作用。

本项目就如何促进石墨烯材料科普成果的全民共享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建议。

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及评价

我国在石墨烯领域所发表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在数量上居世界首位，美国第二，基于

2005-2019 知网上以短视频科普的形式共有 196 篇，提及石墨烯的寥寥无几，而且 2005-2013

停留在长视频上（单集 10 分钟以上），2014-2019 年短视频科普研究才真正以 1-5 分钟的短视

频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研究，制作精良、生动有趣的科普短视频去达到宣传的效果就成了目前

高校科协的重要课题。

未来，随着短视频的持续升温，会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山西 14 个重点标志性引领性产业

的短视频科普研究中去，各级科技主管部门，也会加大对相关研究的关注及经费支持短视频这

种新媒体形式，为传统科普活动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我们应该把握这一重大机遇，积极投入相

关研究，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进步去贡献力量。

3.参考文献及出处

[1]崔琰琳,贾珍臻 基于 ESI 研究前沿的石墨烯研发态势分析［Ｊ］．图书情报导刊，

2019,4(9);45-53.

[2]REISST,HJELTK,FERRARIAC.Grapheneison tracktode live ronit spromises[J].Naturenano

techology,2019,14(10):907-910.

[3]孙瑞阳．“中国制造 2025”新形势下石墨烯新材料前景展望［Ｊ］．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8

（8）：122.

[4]赵秀婷，刘宇，周静等．我国石墨烯产业园发展现状分析［Ｊ］．新材料产业，2018（11）：

28-31.

[5]郝倩倩 科普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传播[J]。科普研究,2019,14(03):75-81,113

[6]高档妮 基于 ESI 数据库的石墨烯研究态势信息可视化分析[J].情报探索，2019，02

[7]杨浩 新型石墨烯/氧化铝复合阻氚涂层制备和渗透行为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5.

二、研究方案

1.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子课题的设置与本项目的创新之处。

https://cnki.net.vpn3.xue338.com/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ab%98%e6%a1%a3%e5%a6%ae&scode=08448217&acode=08448217
https://cnki.net.vpn3.xue338.com/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recid=&FileName=QBTS201902022&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103;
https://cnki.net.vpn3.xue338.com/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a8%e6%b5%a9&scode=
https://cnki.net.vpn3.xue338.com/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11&CurRec=6&dbname=CDFDTEMP&filename=1020092486.nh
https://cnki.net.vpn3.xue338.com/kns/NaviBridge.aspx?dbcode=CDFD&UnitCode=GZK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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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模块：

一是科普素材的收集与整理。主要是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论文及中科院山西煤化工

研究所专家对石墨烯的分析；标志性引领性集成产业园区的实地考察；

二是科普短视频的创作。主要从短视频的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普众性、流畅性、精

神传播来衡量科普视频的成功要素，充分发挥科普作品的标准+引领作用；

三是科普作品的推广媒介。充分发挥高校科协的纽带桥梁作用，让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清楚

石墨烯对山西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力和作用，激励人民,尤其青少年，振奋山西。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如何制作出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科学内涵的易接受的短视频。

2. 如何利用粉丝经济，让短视频普众的程度更大。

本课题的子课题：《基于职业院校课堂的石墨烯研究与应用》。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1.用系列短视频（1-5 分钟）替代长视频科普（一集 10 分钟）；2.内

容采用活泼的动漫、诙谐形式，易接受；3.内涵加入科协党建政治引领作用，提升科普短视频

的灵魂。

2.年度研究计划与阶段成果

（1）2020 年 8 月-10 月：文字素材收集、整理、分析阶段，搜集石墨烯短视频科普项目相关

素材，并进行分析总结；

（2）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 月：视频、照片挖掘、选取阶段，以常州、平遥石墨烯产业园

区和中科院山西化工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为重点调研对象，采访、拍摄基础素材；

（3）2021 年 2 月-5 月：策划、制作作品阶段，结合科普短视频的指标，录制短视频；

（4）2021 年 6 月： 推出短视频和配套绘本，提交科普作品，准备结题阶段： 石墨烯的“长

征”系列短视频出炉，借鉴成功企业创新宣传的理念，利用粉丝经济，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进

行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准备结题验收。

3.预期研究结果及结题考核指标

预期研究成果：石墨烯认识小视频、石墨烯生产小视频、石墨烯应用小视频各一个；石墨

烯系列漫画三册；石墨烯相关科普图片三张。

三、研究基础（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阶段研究成果）

研究工作积累

1.我校于 2020 年 9 月成立了石墨烯科普系列短视频制作团队，多方查阅资料，外出考察项

目发展状况，已形成调查报告一份；

2.接触两年的青少年研学教育工作，更易和群众沟通，更了解青少年对科普短视频讲解、

宣传的需求和特点；

3.做了两个集团课题，养成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

已取得的阶段研究成果

1. 项目组教师前期开发的石墨烯生产、应用、难题等系列科普 PPT 课件，在课堂上和企业

培训课上面向学生进行过讲授和传播，反响良好；

2. 课堂上通过学校的抖音大赛制作过石墨烯等化工材料的宣传；

3. ppt 神奇的材料之王--石墨烯 PPT 课件参加过职工技能“潞安好讲师”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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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单位 （公 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各签订方意见

审核意见

普及部负责人：

省科协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15

山西省科协关于对 2020 年高校科协项目
拟入选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

各市科协、各高校科协：

根据《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高校科协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通过公开申报，全省共收到各

高校共计 425 份项目申报书。鉴于此次申报项目数量较多，

为了更好的调动高校科协工作的积极性，经征求有关方面意

见，决定将文件中对每个立项项目计划资助金额 1-3 万元改

为每个项目资助 5000 元，旨在扩大支持面。

期间，经过山西省科协组织专家评选，评选出涉及 29

所高校的 71 个项目，现将评审结果进行公示（详见附件）。

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请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 18 时前

以电话等形式向山西省科协普及部反映。

省科协普及部联系人：李保铭

电话：0351—4066820

附件：2020 年高校科协项目拟入选名单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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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高校科协项目拟入选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1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省高校科协组织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

2 太原理工大学 镁合金表面羟基磷灰石涂层制备及性能研究

3 太原理工大学 晓明研究室科普平台的打造与高素质学生的培育

4 太原理工大学 高品质再生铝合金熔汤制备工艺探究

5 太原理工大学 纳米气凝胶铝研究-王晧

6 太原理工大学 高强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新材料及新工艺

7 太原理工大学 钛合金对陶瓷刀具侵蚀特性的研究

8 太原理工大学 航空轴承外圈离心式滚磨光整强化技术研究

9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省高校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生态圈”研究

10 太原理工大学 水工模型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与实践

11 太原理工大学 科普资源视角下高校科协协同优化模式探究

12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虚拟仿真飞行训练教学环境的设计与示范

13 太原理工大学 复频振动辅助激光熔覆超硬材料制备工艺研究

14 太原理工大学 矿物质机床床身振动制备工艺与装备开发

15 太原理工大学 “网络科学”系列科普教育课程和课件开发

16 山西大学 基于微信平台的化学知识科普与科技舆情应对

17 山西大学 新形势下山西高校科协发展分析

18 山西大学 文旅融合背景下山西地方戏曲数字化展示及应用研究

19 山西大学 新基建浪潮下的新安全

20 山西大学 按公众需求科普食品安全与营养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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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山西大学 山西省大数据融合创新前沿科技成果普及与研究

22 山西大学 以高校实验室开放为例探索科普活动新模式

23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张靖教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成果的科普研

究

24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化学优势学科开展各层次科普活动的探索

25 山西农业大学 校院合署背景下农业高校科协体制机制初探

26 山西医科大学 实验室安全知识科普宣传

27 山西医科大学 AIE 材料在医学上应用的科普宣传及 DIY 实践

28 山西医科大学 虚拟仿真技术在口腔健康科普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29 山西医科大学 变应性鼻炎中药口罩的研发与应用

30 山西医科大学 “关爱妈妈，无痛分娩”科普进社区

31 山西医科大学 补充维生素 D 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脂谱影响

32 山西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相关研究中规范与伦理

的科学化研究

33 山西医科大学 传播检验科普 助力健康中国

34 山西医科大学 新冠肺炎背景下医学生疫情防护认知的科普调查

35 山西财经大学 大学生参与下卡脖子技术突破的科学传播研究

36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14个重点产业及其前沿技术的科普介绍

37 山西财经大学 新时代高校社会科学普及效果与创新路径研究

38 山西财经大学 资产证券化助推山西文旅产业发展的应用研究

39 中北大学 中北大学实验室开放情况及研究

40 中北大学 中北大学半导体产业集群现状及成果展示

41 太原科技大学 高品质镁合金薄板低成本扎制关键技术

42 太原师范学院 地方师范院校科协的创新发展模式探索

43 太原师范学院 地方高师院校科普现状及提升策略

44 太原师范学院 科普文学在推动科普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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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太原师范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科普志愿服务的提升路径研究

46 太原师范学院 新能源材料领域科普作品研发制作

47 太原师范学院 智媒时代大学生媒介技术的科普研究

48 山西大同大学 地方高校科普活动路径拓展的实践研究

49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对老年人 ADL 预警研究

50 忻州师范学院 五台山文化生态科普研学

51 长治医学院 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形成对健康的影响

52 长治医学院 从实验室研究到大众享用的山西连翘药茶科普

53 长治医学院 依托科普基地,提升科普教育

54 长治学院 上党地区药用植物生物学科普实践

55 运城学院 地方院校科普服务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56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阳泉市石卜咀—桃林沟地质遗迹调查及科普

57 山西中医药大学 科研团队在高校中参与科普的模式与实现路径探索

58 晋中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光学校正技术研究

59 太原学院 众创时代山西高校文旅产业科普研究

60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高校科协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61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煤矿智能化开采创新技术科普教育与推广探究

62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高新材料镍基合金研究及应用

63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改进鲨鱼优化算法的极限学习机氮氧化物预测

64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科协开展科学普及活动有效途径研究

65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乳酸菌微囊化关键技术研究

66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新媒体科普途径应用研究

67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识别啮合式内燃机起动机的控制线路

68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氧化石墨烯金纳米粒子复合材料修饰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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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普高实习生在 COVID-19未完全控制下如何做好自

身防护的调查研究

70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新媒体视角下石墨烯的科学宣传

71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科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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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石墨烯行业分析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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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认知调查报告
随着国家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材料石墨也走入大家

的视野，下面问卷仅做调查之用

1.你的家乡是()

A.大同

B.长治

C.平遥

D.太原

E.运城

F.其他

2.大同有一个石墨烯工业园，你知道名字叫什么吗？

A.大同墨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大同石墨烯科技园

C.其他

3.山西省内有石墨烯工业园除了大同，还有哪个城市？

A 平遥

B 长治

3.你知道单层石墨烯最早是谁提炼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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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国物理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B.天才少年曹原

C.刘忠范院士

D.其他

4.我国石墨烯的研究水平在世界处于什么行列?( )

A.领先地位

B.一般地位

C.比较落后

5.全球石墨烯综合发展实力排名前三的是哪个国家？

A.美国

B.日本

C.韩国

D.中国

E.英国

F.德国

6.你觉得石墨烯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A.非常好

B.比较好

C.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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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大好

7.在不久的将来，代替大部门能源的可能性有多少？

A.20%

B.40%

C.60%

D.80%

E.100%

8.你知道石墨烯有什么特点、性能吗?(可多选)( )

A.比较坚固

B.有韧性

C.会发热

D.很薄

E.导电性强

F 其他

9.你知道现在市场上石墨烯的产品有哪些?(可多选)( )

A.石墨烯电池

B.石墨烯取暖器

C.石墨烯口罩

D.石墨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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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石墨烯眼罩、鼻罩

10.根据你对石墨烯特点的了解，你觉得它还可以大量运用

到哪些方面?( )多选题

A.航天事业

B.医学

C.材料学

D.环保

E.日常生活

E 其他

11.你家有石墨烯的产品吗?是什么物品?使用情况如何?

12.根据石墨烯的特点，如果让你设计一款石墨烯产品，你

最想设计的是什么?设计原理也可写…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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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前后调查报告
近年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

发展。作为一名青年及高校科研工作者，关心能源发展和未

来是我们的功课，宣传新能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

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利用高校学生的热情，我们对不同

的人群分别对石墨烯的基本介绍、主要特性（电学特性、力

学特性、热学特性、化学特性、光学特性）、石墨烯应用领

域、石墨烯功能化及应用分析、制备工艺分析、制备技术研

发进展分析、国际石墨烯研究及发展现状、中国石墨烯行业

发展环境分析、现状及困难、石墨烯相关概述上游资源分析

--石墨矿、下游应用领域分析进行宣传，形式有抖音平台、

快手、视频号，还有进课堂、进社区。

一、调查目的

在多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限

制，知识获取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此次调查目的

有以下几点：

1. 了解高校老师及学生对于石墨烯的了解程度

2. 掌握群众对于宣传后石墨烯的了解程度

3. 掌握信息传播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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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变党员及群众对于新材料的概念，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

5. 加快培养科协工作者队伍

二、调查方法

1. 纸质问卷

2. 网络答题

我们的组员专门负责文献调查，查阅各种资料，进行总

结在附件资料中。

三、调查对比（先以潞安职业技术学院科普 1000 名学生和

培训学员 1000 人未科普做对比）

科普知识点 学生（课堂贯

穿）

培 训 学 员

前

培训学员后

石墨烯的基本介绍

主要特性（电学特性、力学特性、热

学特性、

化学特性、光学特性）

石墨烯应用领域

石墨烯功能化及应用分析

制备工艺分析

制备技术研发进展分析

国际石墨烯研究及发展现状

中国石墨烯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现状及困难

石墨烯相关概述上游资源分析石墨

矿

下游应用领域分析

60%的人掌

握基本知识点

70%能说出

石墨烯的特性

30%能说出石

墨烯具体应用

9% 能说一

下现状及前景

几 乎 完 全

不知道

50%的人掌

握基本知识

点

60%能说出

石墨烯的特

性

50%能说出

石墨烯具体

应用

20% 能 说

一下现状及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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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总结

通过调查培训学员，我们发现科普后大家对石墨烯的认

识普遍提高，随后我们也调查了相关班级，获得的方式大多

为学院公众号宣传，这也说明新媒体的功效。要比传统课堂

贯穿来的效率快，节省时间，地点不限。

缺陷：我们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对新材料的理解、材

料收集、视频制作选取上还是存在局限。导致传播效率不是

100%直达，我们会多学习宣传手段、新媒体（短视频、微电

影等形式）的方法与内涵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