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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2016年度高校 

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 
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2016年度高校国内访问

学者、访问工程师人员名单暨开展相关项目研究工作的通知》（浙

教办函〔2016〕116号），经学校及导师推荐、浙江省高等学校

师资培训中心组织专家评审，浙江工业大学陈怡主持的《适用于

直流微电网的光伏系统即插即用接口电路及控制方法》等138个

项目列为2016年度高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见附

件1）；浙江万里学院杨华主持的《主要海洋经济鱼类液氮低温

冻结技术研究》等214个项目列为2016年度高校国内访问工程师

“校企合作项目”（见附件2）；台州学院黎建华主持的《面向众

核系统的混合型无线NoC拓扑结构研究》等14个项目列为2016

年度高校境外培训“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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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

“校企合作项目”是加强高等学校中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提升中青年教师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并作为

访问学者和访问工程师项目实施考核的重要内容。各高校要高度

重视，按省教育厅教育科研项目进行管理、考核。访学（访工）

教师要按照立项要求在导师指导下抓紧研究与实践，在访学（访

工）结束时或项目结题时向所在高校提交一式 3 份结题报告（报

告格式参照附件 4），经所在高校考核汇总后统一上报。报送地

点：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郑晓红、王昱，电

话：0579–82282448、82282447；传真：0579–82282917，E–Mail：

gpzx@zjnu.cn，地址：金华市迎宾大道 688 号浙江师范大学 100

号信箱，邮编：321004。 

 

附件：1.  2016年度高校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名单 

      2.  2016年度高校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名单 

      3.  2016年度高校境外培训“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名单 

      4. 浙江省教育厅高校访问学者（境外培训）教师专

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报告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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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6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单位 申报者 访问单位 导师 项目名称 

FX2016001 浙江工业大学 陈怡 浙江大学 徐德鸿 适用于直流微电网的光伏系统即插即用接口电路及控制方法 

FX2016002 浙江工业大学 蔡铭 中国农业大学 廖小军 超高压技术对果蔬中营养物质的影响 

FX2016003 浙江工业大学 周必彧 清华大学 苏竣 创客培育模式与扶持政策研究 

FX2016004 浙江工业大学 陈侃 华东师范大学 胡范铸 现代汉语语义语用互动研究 

FX2016005 浙江工业大学 戴剑波 北京大学 郑晓瑛 中国健康转变与健康发展模式研究 

FX2016006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何晓柯 浙江工商大学 易开刚 城市老年人“候鸟式”养老目的地偏好研究——对杭州西湖区老年群体的调查 

FX2016007 浙江师范大学 朱毅康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朴松昊 仿人机器人运动规划研究 

FX2016008 浙江师范大学 潘振锋 浙江工业大学 王永固 基于医教结合背景下特殊教育辅助技术应用能力素养的研究 

FX2016009 浙江师范大学 刘会燕 南开大学 徐虹 
包容性增长背景下古村落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以浙江诸葛八卦

村为例 

FX2016010 浙江师范大学 王洪岳 中国社科院 高建平 新世纪推知美学与先锋艺术之关系 

FX2016011 宁波大学 沈玲蓉 浙江大学 刘正伟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课程知识建构史论 

FX2016012 宁波大学 王青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肖维青 多模态法律英语教材编写原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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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13 浙江理工大学 郑喆 浙江工商大学 范钧 数字化服装高级定制的顾客管理 

FX2016014 浙江理工大学 王艳娟 浙江大学 段治文 近代中国的外国历史学科构建路径研究 

FX2016015 浙江理工大学 毕昌萍 浙江大学 段治文 转型期青年人幸福危机与幸福重构研究   

FX201601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程磊 浙江师范大学 潘慧炬 浙江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体育干预措施与效果研究 

FX2016017 浙江中医药大学 胡晓芬 浙江大学 计剑 两亲梳状 10-羟基喜树碱大分子前体药物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FX2016018 浙江中医药大学 单乐天 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峥涛 附子干预膝骨关节炎的毒效关系研究 

FX2016019 浙江中医药大学 廖广辉 南京中医药大学 唐德才 JAK-STAT3 通路在蜈蚣全蝎药对抗肝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FX2016020 浙江海洋大学 李怡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敏 媒介生态学视阈下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 

FX2016021 浙江海洋大学 宋金芹 浙江大学 周萍 普陀山志书整理和研究 

FX2016022 浙江海洋大学 张红燕 浙江工业大学 万跃华 水产学科研究前沿追踪：科学计量学分析 

FX2016023 浙江海洋大学 唐海萍 宁波大学 刘柏嵩 舟山市海洋智库学术资源平台建设 

FX2016024 浙江农林大学 周伟 上海师范大学 开国银 丹参 SmJAZ3 抑制子调控丹参酮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 

FX2016025 浙江农林大学 张启香 浙江大学 郑绍建 核桃 GA20ox 基因 RNA 干扰及 CRISPR/Cas9 定点突变研究 

FX2016026 浙江农林大学 郭俊英 浙江大学 尚岳全 植物根系固土护坡的力学特性研究 

FX2016027 浙江农林大学 赵琳秀 浙江大学 张德明 葛译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FX2016028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陈仁蒙 浙江师范大学 李启迪 家庭社会阶层对青少年体育价值取向与体育行为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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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29 浙江财经大学 李金鑫 北京大学 韩水法 罗尔斯首要善品问题研究 

FX2016030 浙江财经大学 贾亚君 浙江大学 米红 媒介化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风险的预警与防范研究 

FX2016031 浙江财经大学 李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惠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

论为视角 

FX2016032 浙江财经大学 刘淑红 浙江大学 吴德艺 中西生活艺术化比较研究——以李渔和王尔德为例 

FX2016033 浙江工商大学 伍蓓 清华大学 陈劲 基于众包的主体异质性、互动行为与价值共创研究 

FX2016034 浙江工商大学 许咏梅 北京大学 黄季焜
中国长江流域小规模农户向大户种植经营转移的背景、机理、实施条件、实践绩

效及发展趋势研究 

FX2016035 浙江工商大学 李玮 浙江大学 蔡宁 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研究——以杭州市居民用水、天然价格改革为例 

FX2016036 浙江工商大学 李修琳 清华大学 黄四民 互联网定制模式下的制造服务系统低碳优化研究 

FX2016037 浙江工商大学 魏强 杭州师范大学 杨明 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FX2016038 浙江工商大学 崔兰琴 北京大学 薛军 城市治理中无补偿性财产权限制研究 

FX2016039 浙江科技学院 张萍 浙江大学 金雪军 区块链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与运作机理研究 

FX2016040 浙江传媒学院 韩梅 中国传媒大学 姚喜双 纪录片解说研究 

FX2016041 浙江传媒学院 童肇勤 浙江大学 李岩 网络自制语言类节目的话语策略研究——以《奇葩说》等为例 

FX2016042 浙江传媒学院 刘燕 武汉大学 单波 他乡与我乡：媒介与城市青年新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 

FX2016043 浙江传媒学院 郭文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建平 中西艺术品鉴理论关键词比较研究 

FX2016044 浙江传媒学院 钱琦 浙江大学 王进 体育类 APP 用户使用特征及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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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45 嘉兴学院 唐铁球 宁波大学 钟昌标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与提升研究 

FX2016046 嘉兴学院 王秋菊 浙江传媒大学 杨向荣 基于审美经验的学前儿童美术教学定位与实践研究 

FX2016047 温州广播电视大学 金丹 浙江大学 张剑平 基于社会性软件的老年非正式学习现状与对策研究 

FX2016048 嘉兴广播电视大学 周宇岚 浙江工业大学 刘晓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 

FX2016049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张海红 浙江工业大学 王万良 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教育个性化学习研究 

FX2016050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胡燕 浙江工商大学 范钧 基于“经验之塔”模型的《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体验式教学模式研究 

FX2016051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玉环学院 熊邦忠 浙江大学 张剑平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融合的 O2O 项目学习设计与应用 

FX2016052 丽水广播电视大学 王凯 浙江大学 顾国达 浙江省外资撤离的经济影响和应对措施研究 

FX2016053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学院 陈立建 浙江工业大学 华惊宇 基于信誉模型的 WSN 信标节点位置验证算法研究 

FX2016054 浙江外国语学院 郑聪霞 浙江大学 马建青 基于 TPB 理论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效评价研究 

FX2016055 浙江万里学院 陈秋平 上海交通大学 唐鸿志 基于合成生物学的多芬芳烃降解研究 

FX2016056 浙江万里学院 宋海娜 同济大学 徐磊青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公共空间品质影响因子分析及提升策略研究 

FX2016057 浙江万里学院 王憬晶 华东师范大学 刘秀梅 国内视频网站自制娱乐节目的内容生产与价值取向 

FX2016058 浙江树人大学 邵明虎 上海体育学院 黄海燕 体育产业对接健康产业研究：国外启示、融合模式和政策保障 

FX2016059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秦鹏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

究所 
周卫明 基于“缓蓄快放”理论的河道冲淤系统水力试验研究 

FX2016060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程春梅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 
何贤强 钱塘江杭州段悬浮物浓度遥感估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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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6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徐栋 浙江工业大学 李军 微粉促进连续流反应器污泥好氧颗粒化的机理研究 

FX2016062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万海波 浙江大学 曹衍龙 高速转子机械故障预示中的应用研究 

FX2016063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王美 杭州师范大学 刘洋 浙江省高校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研究 

FX2016064 杭州师范大学 洪茹燕 浙江大学 郭  斌 组织间信任的非对称性对海外企业联盟合作的影响机制研究 

FX2016065 杭州师范大学 杨雄发 山东大学 刘鸿志 POSS 基 dendrimer 配位稀土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催化环酯开环聚合反应 

FX2016066 绍兴文理学院 周赞 浙江大学 王进 体育活动对大学生自尊和学术成就感的效应研究 

FX2016067 湖州师范学院 陆孝峰 上海师范大学 杨剑龙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下的北岛诗歌研究 

FX2016068 湖州师范学院 黄平 上海交通大学 谢金文 移动传播背景下我国的手机视频新闻传播 

FX2016069 湖州师范学院 付怡微 武汉大学 夏倩芳 大数据时代广告产业发展趋向研究 

FX2016070 湖州师范学院 张金荣 华东师范大学 郭力平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运用机制及培养研究 

FX2016071 台州学院 姚晓光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文斌 汉语复合词空间性特质演绎及翻译研究 

FX2016072 台州学院 吴小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文斌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下的英语复合句的结构及其汉译 

FX2016073 台州学院 林荣斐 浙江大学 吴庆标 弹性力学问题中大型非线性方程组高效解算法及预处理研究 

FX2016074 台州学院 陈海霞 浙江大学 周星 基于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的乐商培养 

FX2016075 台州学院 林海 同济大学 王荔 “乡愁”意境下的古村落文化品牌设计——以临海孔坵为例 

FX2016076 丽水学院 黄健 浙江大学 徐志康 ZIFs/聚酰胺纳米复合反渗透膜结构调控和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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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77 丽水学院 舒锦宏 浙江师范大学 侯吉明 意象表现主义绘画研究 

FX2016078 丽水学院 周传仓 浙江大学 潘洪革 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硫化物电解质的湿化学合成技术研究 

FX2016079 丽水学院 陈立 浙江大学 赵道木 PEPV 涡旋光束光学捕获的研究 

FX2016080 衢州学院 方建平 浙江大学 李王鸣 浙江省基层公共服务短缺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衢州市为例 

FX2016081 衢州学院 刘健 首都师范大学 李海梁 可压缩 Navier-Stokes-Poisson 方程的定性研究 

FX2016082 衢州学院 毛维青 清华大学 陈劲 浙江省农产品物流体系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视角 

FX2016083 浙江警察学院 王镇波 浙江大学 王殿海 县级城市交通管理事故数据的体系化分析研究 

FX2016084 浙江警察学院 叶君惠 浙江师范大学 李新宇 警察情绪劳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FX2016085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柳萍 浙江大学 黄祖辉 不同纵向协作形式对农户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研究——以茶产业为例 

FX2016086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常军芳 宁波大学 丛迎旭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环保话语中的积极隐喻研究 

FX2016087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尹传兰 华东师范大学 朱国华 新时期以来文论教材中“文学定义”研究 

FX2016088 宁波大红鹰学院 刘耀林 浙江工业大学大学 杨庆华 多层数控裁床过窗剪裁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FX2016089 宁波大红鹰学院 徐岚 宁波大学 辛红娟 社会文化语境下浙籍“左翼”翻译家研究 

FX2016090 宁波大红鹰学院 辛俊峰 宁波大学 钭晓东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强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FX2016091 宁波大红鹰学院 程萍 中国计量学院 舒海波 缺陷对低维 SiC 晶体性能的影响 

FX2016092 宁波大红鹰学院 胡雪瑾 浙江理工大学 陆高峰 网络直播的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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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093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边迪秋 浙江工商大学 许冰 探测股市动量效应方法研究 

FX2016094 宁波教育学院 张颐 浙江工商大学 袁安府 国际奢侈品牌传播策略对中国品牌发展的启 

FX2016095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蒋更红 上海海事大学 胡以怀 船用 LNG 双燃料发动机燃烧与排放特性仿真研究 

FX201609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周玲 杭州师范大学 武建芬 入户指导幼儿父亲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实践研究 

FX201609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章波娜 浙江师范大学 宋晓兰 智能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心智游移的影响——基于课堂教学改革的视角 

FX201609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温俊 浙江师范大学 孙炳海 创业大学生心理弹性现状的调查 

FX2016099 温州职业技术学校 刘小方 浙江大学 吴宗杰 温州明清海防遗址的文化遗产意义研究 

FX2016100 温州职业技术学校 孟昊雨 浙江大学 陈积明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公共自行车动态溢价算法研究 

FX2016101 温州职业技术学校 丁斌 同济大学 陆洲导 梁侧锚固钢板法加固混凝土梁抗剪性能研究 

FX2016102 温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再冉 天津大学 董峰 足底三维点云数据驱动的高跟女鞋楦底面成型个性化设计研究 

FX201610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傅林放 浙江大学 朱新力 在线旅游交易平台经营规制研究 

FX2016104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徐生 浙江工业大学 杨庆华 奥氏体不锈钢冷拉深塑性变形关键技术研究 

FX201610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史伟 浙江师范大学 付建舟 当代女性文学老年女性形象“边缘化”现象探析 

FX2016106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吕杰林 浙江大学 吴庆标 基于商空间理论的聚类算法研究 

FX2016107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张立力 浙江大学 方凡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戏曲 

FX2016108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潘锡泉 浙江工商大学 钱水土 汇率视角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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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109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张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谭惠娟 乔伊斯文学批评思想中的非洲情结 

FX201611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王海棠 杭州师范大学 刘洋 大数据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FX201611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何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王核成 食品行业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治理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FX2016112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何颖 浙江工商大学 范钧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餐饮服务品牌要素构建及实证 

FX2016113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苗春苗 浙江工业大学 徐云 高职学生对艾滋病认知、行为现状及对学生工作的启示——以绍兴高职院校为例 

FX2016114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夏春风 浙江师范大学 李启迪 “健康中国 2030”视阈下对大学生体质弱势群体运动处方的教学植入研究 

FX2016115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俊 浙江师范大学 陈明昆 创新创业教育绩效评价研究 

FX2016116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妍 浙江工商大学 卞显红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义乌国际商务旅游发展研究 

FX201611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杰 浙江外国语学院 周明强 语言素质培养研究 

FX2016118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静 浙江大学 吴春明 基于 TCP 流量分析的 LDoS 攻击感知方法 

FX201611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诸葛文斐 浙江音乐学院 陈声钢 艺术普及教育与大学生素质提升——以钢琴教育为例 

FX2016120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 浙江师范大学 张维忠 微积分概念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FX2016121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蓝晓宁 浙江工商大学 洪兴建 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性研究 

FX201612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沈利迪 浙江工业大学 王万良 融合深度学习和稀疏表示的表情识别技术研究 

FX2016123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峰 江南大学 龙柱 抗菌纸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FX2016124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季舒 浙江工商大学 陈觉 国际品牌酒店的跨文化冲突与管理研究——以浙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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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016125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张筱帆 浙江传媒学院 袁靖华 基于微信的网络舆论特征及引导策略研究 

FX2016126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薛珮琳 浙江大学 姚先国 监禁下的未成年犯教育救济研究 

FX2016127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金信苗 清华大学 杨金龙 微观痕迹在古陶瓷鉴定中的有效性探索 

FX2016128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余建军 浙江财经大学 汪宝荣 ACCA 会计专业英语汉译研究 

FX2016129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徐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王海稳
问题导向驱动下高职思政理论课“分众式”教学策略实践探索——以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FX2016130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罗涛 浙江师范大学 杨和平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包山花鼓研究 

FX2016131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汤丽拿 浙江外国语学院 陈科芳 基于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视角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FX2016132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沈萍 浙江工业大学 董红召 杭州地面公共交通尾气减排技术研究 

FX2016133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姚华珍 浙江工业大学 李军 西溪湿地典型水域中溶解性有机质三维荧光特征分析 

FX201613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傅香红 杭州师范大学 陆琦 静物花卉创作的实践与研究 

FX2016135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赵晓红 浙江大学 于可红 浙江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现状及发展对策 

FX201613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安亚琴 杭州师范大学 卢福营 形式与条件关系视野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FX2016137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燕 宁波大学 吴祖芳 多菌种混合发酵酿造杨梅果酒的工艺研究 

FX2016138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俞晓婷 杭州师范大学 卢福营 浙江省农村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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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6年度高校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单位 申报者 访问单位 导师 项目名称 

FG2016001 浙江万里学院 杨华 慈溪天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马天祥 主要海洋经济鱼类液氮低温冻结技术研究 

FG2016002 浙江万里学院 王蓓 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罗明 宁波鄞州新城区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策略研究 

FG2016003 浙江万里学院 陈莎莎 宁波沃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潘铁军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竞争力研究 

FG2016004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维 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 林邦平 新型可回收硫脲-钯配合物催化反应研究 

FG2016005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兆慧 宁波泰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章建红 
南方红豆杉叶紫杉烷类萃余物中黄酮类物质的鉴定与

生物活性评估 

FG2016006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宏降 南京海昌中药集团 蔡宝昌 基于 QAMS 的三白草木脂素类成分质量控制的研究 

FG2016007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胡彬 宁波市第二医院 王海红 PET/CT 成像伪影的临床研究 

FG2016008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江莹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陈月华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互联网交易安全规制研究 

FG2016009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马铭研 杭州奥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揭清 LDP 片剂一致性评价—有关物质研究 

FG2016010 杭州医学院 叶夷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 许东航 
母爱剥夺对青少.雌雄大鼠抑郁样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

究 

FG2016011 杭州医学院 倪晓莉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华庆 医药物流标准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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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12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建峰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方东、 

马芹纲 
G104 国道绍兴段公路桥梁车辆荷载谱研究 

FG2016013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颖峰 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 葛黎明 泡沫混凝土技术在公路路基处治中的应用研究 

FG2016014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强 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金柏正 汽车安全环保检测与质量鉴定关键技术研究 

FG2016015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鸣亮 上海文声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郑惠峰 热熔机自动上下料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FG201601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孙勇 杭州云卷云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傅昌銮 “乐学”智慧教学软件研发 

FG201601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胡平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少军 基于混合跟踪注册技术的移动增强现实系统 

FG201601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刘日仙 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薛根 基于深度学习的产品表面瑕疵检测方法研究 

FG201601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史东强 浙江金之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哈贵 基于视觉识别的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 

FG2016020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诸葛坚 浙大电力电子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马皓 高频大功率数字开关电源设计 

FG201602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庄晓龙 浙江皇冠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姜长君 智能式角磨的设计 

FG201602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傅云峰 浙江中科正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曹炬 电动汽车线控制动器技术开发 

FG201602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周璇 浙江金美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高金云 基于 DLP 原理的 3D 打印关键技术研究及设备研发 

FG2016024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倪艳敏 浙江金轮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张联升 清洁高效 HLA551C-LJ-140 机组的研发 

FG201602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丁文 金华市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邵小明 S218 隧道监控系统的设计 

FG201602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刘智武 金磐集团有限公司 钱刚新 改性纳米 TiO2 对混凝土强度性能影响研究 

FG201602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正林 浙江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刚 新融大厦项目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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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2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琴 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徐金晶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FG201602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陈爱萍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方明艳  “互联网+”医改环境下医药企业营销策略创新研究 

FG2016030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吴以恒 汇隆电子（金华）有限公司 何云珠 
基于两阶段关联DEA模型的浙江省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

效率评价及优化 

FG201603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余建国 浙江美保龙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陈立平 TK 基因缺失疫苗防控猪伪狂犬病应用示范 

FG201603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胡亦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许东航 
替格瑞洛与氨氯地平在大鼠体内药动学相互作用的研

究 

FG201603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宁 浙江省人民医院 隋梅花 持续光照对青春期前雌性大鼠卵巢发育的影响 

FG2016034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潘梅钦 浙江省人民医院 舒静 外用红色诺卡氏菌细胞壁骨架治疗HPV感染的疗效观察 

FG201603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顾敏艳 首旅南苑集团 刘屏 
现代学徒制试点中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任务化、弹性化”

重构研究 

FG201603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邹翔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陈斗斗 精装书籍的多重防伪设计 

FG201603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李悦 杭州西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  健 亚洲设计管理论坛 

FG201603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陈旭峰 杭州桐君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林 百药煎中微生物的分离与工艺条件优化 

FG201603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宋宇鹏 金华氟特催化科技有限公司 金凌云 
高效能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净化催化剂的开发和应

用 

FG2016040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裘建平 浙江钛扬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陈军康 室内空气污染在线监控及治理技术 

FG201604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何海华 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戴耀平 催化氧化法处理电镀废水中 COD 的研究 

FG201604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郑迎宁 永康市维森贸易有限公司 周攀 
跨境电商下复合型人才知识与技能探索及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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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4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沈鑫刚 宁波悦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何黎明 高柔性吊钩冷弯成型机的研究与开发 

FG2016044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董艳杰 宁波川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林劭 电容去离子技术及其电极材料的研究 

FG2016045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章玲玲 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 王伟国 
宁波海关出口拼箱监管场所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研究 

FG2016046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陈广明 宁波纸器时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程涛 
基于市场开发的“纸器时代”儿童文化创意产品市场营

销体系建设研究 

FG201604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熊涛 宁波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建国 电子政务在“云”模式下的应用研究 

FG2016048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徐海英 宁波海曙和润电子有限公司 童鸣 新一代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中功率源的研制 

FG2016049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荷荷 温州聚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吴自然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螺纹无损识别监控系统研发 

FG2016050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倪名扬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琚兆刚 “十足+电子商务”创新经营模式探析 

FG2016051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雅洁 温州鸿远科技有限公司 周国强 基于云服务的智慧课堂线上学习平台的开发与设计 

FG201605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陈丽梅 复兴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黄富屏 参与式教学“六步法”在民航服务礼仪教学中的应用 

FG201605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陈唐 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杜鹃 后 G20 后期杭州国际会议引进机制及政策保障研究 

FG201605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池静 浙江万达旅游有限公司 刘蒙松 浙江省旅游标准实施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FG201605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高明 浙江省旅游局 郑恒慧 
服务共享式合作模式与实现机制研究：浙江省旅游业的

实证 

FG2016056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高元龙 浙江省旅游局 周琳 浙江省自驾车房车营地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FG201605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何玮 浙江省旅游局 李伟钢 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要素评价体系研究 

FG201605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金琳琳 浙江省旅游局 程钢 
全域旅游背景下浙江省旅游标准化现状分析及对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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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孙旭 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王莉 
基于“4V”营销理念的旅行社定制化服务模式研究——

以浙江新世界国旅“夕阳红”系列产品为例 

FG2016060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王琪 开元酒店集团 侯 峰 民营酒店集团海外经营实施跨国文化化管理研究 

FG201606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徐慧慧 浙江省旅游局 郑峰 浙江省红色旅游现状及“十三五”发展对策调研 

FG201606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张捷雷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方 曦 会展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机制研究 

FG201606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郑昭彦 西子宾馆 倪晓飞 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薪酬体系优化研究 

FG2016064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钱慧娜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陈永鑫 
索菲亚销售型设计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FG2016065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健 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忠泽 提高换热器换热效率的技术研究 

FG2016066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宣乐飞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孙小平 基于云技术的网络空间安全实训平台建设 

FG201606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赖新芽 浙江凡聚科技有限公司 
Nikke 

Mitchell 
西湖 VR 拍摄 

FG201606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蒋立正 温岭市澜屹智能装备研究院 潘柏松 风机电机精密装配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 

FG2016069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付祥 杭州恒生数据安全技术有恨公司 沈国民 大宗产品在线电商交易平台 

FG2016070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龚追飞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天骄 互联网管道大数据挖掘和布局研究 

FG2016071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起行 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王凯 KNX-EIB 通信与智慧照明 

FG2016072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马华林 宁波广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郑钦勇 基于定位信息和隐私保护的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设计 

FG2016073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姚静 浙江康城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张荃 
浙江沿海地区工程桥梁堆载预压方案的设计与技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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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74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傅志辉 杭州小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健 基于 Hadoop 分布式平台的气象系统 APP 架构研究 

FG201607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姜国华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许旦飞 酒店基层管理者培养模式探索 

FG2016076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德明 浙江嘉园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陈金高 嘉园智慧型家庭安全卫士 

FG2016077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屠莉佳 宁波银行滨江支行 蒋尧良 
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可行路径研究—以宁波

银行为例 

FG2016078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龚梦雪 浦发银行求是支行 黄绘峰 
商业银行P2P资金托管业务及前景分析——以浦发银行

为例 

FG2016079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陆妙燕 信达期货 潘智群 期货公司资管业务发展及其风控问题研究 

FG201608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姚军胜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 林斌 
虚拟商业社会环境 VBSE 财务版在高职会计专业技能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FG2016081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胡囡囡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戴雄萍 基于社会服务视角的浙江省公示语翻译研究 

FG201608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谢亮 杭州得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金旭东 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教学系统研究 

FG201608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周晶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沈玉良 
面向互联网科技文化融合的原创动画企业发展现状调

研——以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FG2016084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朗 上海华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毕嫣 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法律风险评估及控制研究 

FG2016085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吴军飞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徐异 
以打造服务品牌为目标的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服务礼仪

现状与对策研究 

FG2016086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国 玉环九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苏光锋 浙江加快农村物流供给侧改革创新性研究 

FG2016087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徐砺瑜 杭州艾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  谷 常温物流下生化试剂低温隔热包装的研究 

FG2016088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雅晶 嵊泗县景晟贻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胡忠良 原汁整壳真空包装贻贝加工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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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089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颖瑛 杭州市供销集团公司 姚  飞 
杭州市供销社“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试点的模式研究

及推广 

FG2016090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旭平 西门子（杭州）高压有限公司 董玮 适应涉外企业的应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FG201609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芳 杭州跃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贤 基于 HTML5 的“神途”游戏手机应用移植研究 

FG2016092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熊传光 杭州果品集团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王镜洋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应用探索——以果品集团电商平台

为例 

FG2016093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刚群 浙江农资集团 邵玉英 
国有企业中层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 ——以浙农控

股集团为例 

FG2016094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江晨晖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国伟 可埋入式低弹模变传感器的研发及应用 

FG2016095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叶剑锋 绿城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吴志华 封闭小区街区制化物业管理障碍性因素评价研究 

FG2016096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娴 新石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宿楠 建筑三维动画与航拍实景合成技术研究 

FG2016097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陈梦菲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郑捷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FG2016098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丁洁 
中国美术学院国艺城市设计艺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谢天 “中国尊”办公大楼室内设计的 BIM 技术应用 

FG201609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乐平 宁波隆枫管业有限公司 杨特制 基于 CAE 的 PE 三通管注塑成型缺陷分析与工艺优化 

FG2016100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左希庆 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 周会强 Y 型弯头双头倒角机全自动化系统改造 

FG2016101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何彦虎 湖州日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陶新根 数控插齿机床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研究 

FG2016102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钱振华 湖州锐格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陈晓东 金针菇工厂化生产物流与分拣控制技术研究 

FG2016103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国文 杭州迪微电液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李胜 机载电液压力伺服阀及其飞机液压刹车系统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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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0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华辉 浙江省大东吴集团有限公司 施百瑛 营改增对建筑业的影响研究 

FG2016105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意志 湖州中盛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张吉祥 内置式桥梁隔震密筋支座开发及施工技术研究 

FG2016106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潘学 湖州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顾中杰 基于“互联网+”背景的中小企业品牌推广策略研究 

FG2016107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明 上海博思信息技术有点公司 蔡元新 游戏交互界面的设计制作与流程优化 

FG2016108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陈建尧 绍兴高得软件有限公司 李芝. 基于 Hive 的花型面料交易平台数据仓库设计 

FG2016109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吴迪良 山西证券绍兴营业部 孟卿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战略转型研究 

FG2016110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牟光宇 绍兴仕娴纺织品公司 孙仕文 基于电商平台的绍兴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 

FG2016111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裘升东 浙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张鹏铭 JGCR-1500 纤维缠绕机的研发 

FG2016112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王元月 宁波吉鹿力德驱动技术公司 王付胜 高能效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智能驱动器的研制 

FG2016113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周旭丹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公司 吴法理 便携式电磁辐射检测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FG2016114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孔爱散 浙江联合建工设计研究院 许兴灿 
城市特色街巷空间营造研究—以绍兴市区府山直街美

丽街道设计为例 

FG2016115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刘常虹 杭州千游龙文化创意公司 王建 千游龙动漫品牌策划与推广研究 

FG2016116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灿 巴禹（上海）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孟祥波 珍珠河蚌采珠关键技术研发及其应用 

FG2016117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红钱 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成 高精度微弱电流检测技术研究 

FG2016118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群仙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 肖景平 SWCC 对基坑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FG2016119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慧萍 绍兴古越龙山黄酒集团 茹伟琴 古越龙山果酒的消费行为调查及公关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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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20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方恒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孙栋健 智能型货物接收服务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 

FG2016121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艳 浙江理工大学 朱伟明 云母冰凉毛麻竹节仿牛仔新品的应用开发 

FG2016122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静娴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荷颖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多语种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与研究-以义乌为例 

FG201612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潘爱琴 浙江橙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微 校企合作视阈下跨境电商人才岗前培训模式研究 

FG2016124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信 义乌市盈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邝玉华 
小语种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研究——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FG201612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清 义乌市华贝进出口有限公司 肖军 义乌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需求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FG2016126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郭刚志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 马勇 高校旅游景观规划的校园文化表达 

FG201612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英彦 温州大学 胡来林 移动技术支持下社会性学习系统设计研究 

FG2016128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牟式标 融教视界（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宾 云计算环境下高校移动微课堂建设研究 

FG201612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文兵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邹文华 
基于 OSA-UCS 数据的 CIE CAM02-Jab 彩色图像复制色差

评价研究 

FG2016130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周剑萍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俞章林 建筑信息化背景下新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FG201613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建兰 中天建设集团第一建设公司 虞功平 装配式建筑关键节点连接高效施工及验收技术研究 

FG2016132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祝惠一 浙江衢州星月神电动车有限公司 王正琪 餐饮 O2O 外卖专用智能电动自行车关键技术研究 

FG2016133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蒋敏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毛事湘 清水混凝土“零”养护绿色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FG2016134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建西 浙江格凌实业有限公司 陈荣越 风冷双缸柴油机组合式缸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FG2016135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汤俊 浙江旭日工贸有限公司 丁燕丹 
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浙江旭日工贸有限公司应对策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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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36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步月宾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建欣 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定制业务发展模式的研究 

FG201613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苏一菲 温州雷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金成鹏 多模式智能视力检测装置 

FG2016138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军明 浙江红连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林兵蔚 产业园区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研究 

FG2016139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黄靖 温州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李竑 新常态下校企互融提升国际商务人才跨文化能力研究 

FG2016140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武德力 温州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屠俊 
基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与探索—

—以温贸通为例 

FG2016141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周晓梅 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有限公司 郑巨创 现代学徒制视角下产学研训校企合作共融机制研究 

FG201614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谢燕 浙江八方物流有限公司 沈怡婷 “一带一路”架构下物流人员职场英语能力需求 

FG2016143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王贤军 杭州朗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薛承峰 书法艺术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作用的研究 

FG2016144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诸葛燕 南京杰迈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吕珍 基于微信的《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微课程设计开发研究 

FG2016145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倪叶青 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季怡 使用容器实现持续集成和多环境自动部署的调度引擎 

FG2016146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姚建锋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饶龙朋 高职院校互联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FG2016147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袁晓亮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李成俊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高职院校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教学法研究  

FG2016148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任俊俏 杭州秘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许波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模式创新研究 

FG2016149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韩艳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郑韬 高职英语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教学应用模式研究 

FG2016150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潘军 杭州旺田文化有限公司（杭州吴山古玩城） 胡成敏 基于文管专业人才培养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FG201615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舒岳 丽水市中青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鲍俊良 “营改增”对旅行社行业的税务影响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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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52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廖晓燕 丽水全通商贸有限公司 张科成 多方合作协同培养丽水跨境电商人才 

FG2016153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叶宏伟 丽水市瑞星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卢菊洪 一种新型关节轴承研发 

FG2016154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汤伟华 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刘跃钧 多花黄精组培繁育技术研究 

FG2016155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吴晓红 丽水市中信咨询有限公司 聂梅 
基于“项目和行动导向”理念的高职工程造价专业预算

类课程的教学研究 

FG2016156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占陈文 绍兴环宇建工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王炜 建筑现代化背景下高校建工专业建设研究 

FG2016157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张兴梅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王涛 沪嘉杭三城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及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 

FG2016158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韩旭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徐鸿 
嘉兴市开展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工作可行性研究—以专

利为研究视角 

FG2016159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曾虹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张韵超 
跨境电商视阈下我国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有效路径

研究 

FG2016160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孔祥金 嘉兴市捷豪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曹康傅 基于用户体验的智能家居产品创新设计研究与应用 

FG201616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郑金杰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 凌福恩 
某电动工具头壳箱体（8146—280301）产品的生产过程

重组与改善 

FG2016162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孙博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 吕怀青 
创新驱动背景下制造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研究

—以亚特电器为例 

FG2016163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许皓 嘉善光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邓志良 
外贸类岗位群校企行协同认证研究—基于“双证融通”

的视角 

FG2016164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方舟 嘉兴市禾东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道玉 
依托产学研共同体的船舶工程专业“现代学徒制”校企

联合育人模式研究 

FG2016165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杜晓霞 杭州庭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南苑 
现代学徒制下室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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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66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苏晓萍 东阳市淘淘猫家具有限公司 张军 基于企业项目的高职电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FG2016167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陆美燕 义乌市苏曼电子商务商行 丁海玲 “市场采购”方式下义乌跨境电商持续生态发展研究 

FG2016168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黄丽华 浙江九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维 新常态下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发展对策研究 

FG2016169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任国平 杭州安哲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孙尧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体检实践

与研究 

FG201617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杨冬梅 杭州速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余雄飞 中央厨房快餐、团餐食品的品质控制 

FG2016171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陈方圆 上虞市创晟塑业有限公司 施建军 木、塑材料结合的收纳类产品设计研发 

FG2016172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蒋舟燕 定海区巨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方懂平 
“互联网+”视角下科技型知识服务企业的服务创新研

究——以货代服务产品为例 

FG201617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高芳 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方建国 
舟山群岛新区自由贸易岛建设背景下提升涉外服务企

业员工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实践研究 

FG2016174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董明海 浙江舟山增洲船舶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韩方 船舶艉部下水横梁布置方法研究 

FG2016175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李子强 舟山市建辰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沈建军 
“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建设下航运服务人才职业能力培

养路径研究—以船舶代理人才为例 

FG2016176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陈林春 泰州市柯普尼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崔小飞 桥楼值班报警系统的研究 

FG2016177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彭晓星 泰州市柯普尼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徐峰 船载 EPIRB 读码设备的设计与实现 

FG2016178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杰 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 占利民 
舟山大宗商品跨境现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试点模式研

究 

FG2016179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李雅娴 杭州博洋科技有限公司 陆军华 FDM 3D 打印机成型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FG2016180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韩加国 浙江省经贸实践杂志社 金连升 
浙江上市公司价值创造与产业政策研究——以新能源

汽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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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81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杨京燕 浙江省农科院 葛亚英 乡村景观建设中花卉植物的选择与配置研究 

FG2016182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段文凯 杭州桐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林 
一种天然增色增香剂在草莓果实增色增香中的应用研

究 

FG201618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童新 大美智慧环境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林哲峰 
“水解酸化+射流曝气”在医药中间体废水处理工艺改

造中应用研究与工程实例 

FG201618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张瑛 浙江臻善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王建弟 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的开发与研究 

FG2016185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黄倩 台州金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如美 
嵊州市公安局网络升级改造（网络设备系统）规划设计

与实施 

FG201618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洪珊珊 杭州开元名都酒店 陈静 
探索体验经济时代下城市商务型酒店主题客房设计研

究 

FG2016187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林雅 杭州月半弯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莫广华 浙江省体育人才市场需求的调查研究 

FG2016188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李爱春 康体佳健康技术有限公司 刘新生 基于协同创新理念的我院体育保健专业校企合作研究 

FG2016189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盛国 浙江环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俊飙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智慧城市”客户端设计方案研究 

FG2016190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惠国夫 浙江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盛一峰 
浙江省“住宅全装修交付”政策环境下的室内设计实践

和教学研究 

FG2016191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浙君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陈玲珑 大型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FG2016192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武玉坤 湖南视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宾洪斌 基于云遗传算法和 LBS 的快递派送系统的设计 

FG2016193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沈苏霞 中国联合网络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 何凤 “互联网+”环境下联通沃 4G 滴滴卡的营销策略研究 

FG2016194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可伟 浙江华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叶程飞 
家用级监控类产品在低照度环境下视频图像实时增强、

稳像算法的研究 

FG2016195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王亚芹 浙江省河海测绘院 段文义 基于无人机航摄系统的潮间带滩涂高程测量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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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196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卢蔚瑶 杭州滨兰科技有限公司 郝强 
基于大数据的全自动现磨商用咖啡机控制系统研究和

开发 

FG2016197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王昌云 杭州茂和科技有限公司 陈茂谱 
基于移动社群的太极文化传播与电商生态链构建运营

对策研究 

FG2016198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朱夏丽 杭州大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畅雄 
进行湿地生态修复与景观规划研究—以松源溪阁门岭、

丰园木业一期段水生态修复工程为实例 

FG2016199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胡芳 横店四共委 何亚平 以大学生艺术团为桥梁的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研究 

FG201620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盛乐 杭州万事利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张忠信 影视图案在服饰品中的开发与应用 

FG2016201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赵彬彬 东阳文化馆 张荣平 浙中地区群众艺术多样性与内涵提升 

FG2016202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张晓颖 宁波市德利电子有限公司 吴琴儿 商务英语专业翻译人才产教合作实践 

FG2016203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蔡颖 苏州越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顾仁宝 基于案例的跨境电商品牌内容营销图书开发 

FG2016204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吕丹丹 易睿进出口有限公司 徐超巧 东阳易睿进出口有限公司营销管理平台构建 

FG2016205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曾亚梅 宁波黑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云兵 
基于校企合作下品牌钓具在跨境电商平台中的操作与

运营 

FG2016206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彦坡 英博双鹿啤酒 钱小群 温州特色保健啤酒研发与中试关键技术研究 

FG2016207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梁文杰 永嘉县原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潘泰妙 豆科常用绿化植物耐盐碱性研究    

FG2016208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董占波 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钟维标 平阳黄汤无胶基茶爽口香糖的开发 

FG2016209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董晓东 新雅投资集团 董其银 
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市场调查实践教学改

革研究 

FG2016210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徐娜 温州雅信科技有限公司 林素丹 现代学徒制视角下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实践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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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2016211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郑小忠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若莉 
校企合作改革高职听障生面料纹样设计课程教学的研

究与实践 

FG2016212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张磊 杭州新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李远 基于残疾人能力特征的网络云客服课程的开发 

FG2016213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

职业学院 
段学成 舟山市旅游委员会 陈展之 

基于产业融合理论的舟山游艇旅游产业培育及人才培

养研究 

FG2016214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

职业学院 
陈文 杭州宋城旅游管理分公司 刘凯 

“互联网+”视域下的旅游景区“自媒体” 营销策略研

究--- 以浙江杭州宋城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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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高校境外培训“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单位 申报者 访问单位 导师 项目名称 

JW2016001 台州学院 黎建华 美国杰克逊威尔州立大学 Guillermo Francia 面向众核系统的混合型无线 NoC 拓扑结构研究 

JW2016002 台州学院 张海良 美国孟菲斯大学 Nikiforov 图多项式理论研究及应用 

JW2016003 台州学院 王庆丰 伦敦大学学院 Giuseppe Battaglia 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囊泡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JW2016004 台州学院 苏岐芳 美国堪萨斯大学 徐洪国 矩阵特征值问题的有效算法研究 

JW2016005 台州学院 杨晶金 香港中文大学   姚大卫 氯胺酮滥用对生殖能力影响的研究 

JW2016006 台州学院 陈卫娟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Mian WangAssociate  英汉政治新闻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JW2016007 浙江师范大学 王滢 美国杨百翰大学 Colly 国外儿童绘本现状调查研究 

JW2016008 浙江师范大学 张颖 美国明尼苏大学 
Zelazo 

Stephanie 

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研究——以浙

江为例 

JW201600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熊艾莎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Jui-Ching Wallce Chen 
涉外医疗服务机构医疗口译现状与对策研究——以

义乌为例 

JW2016010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楼淑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Ronald Lynn Jacobs 
S-OJT 结构化在岗培训在高职顶岗实习中的应用研

究—以“小蜜蜂”商贸实习为例 

JW201601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初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Dr. Prof. Hanno Hortsch
高职教育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思考—以营销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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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201601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蒋阳建 澳大利亚北布里斯班技术学院（国培） 国培境外项目 商务英语人才核心竞争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JW2016013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丹丹 
德国“职业能力开发导向”双元制职

教专业教学法研修班（国培） 
国培境外项目 

“后 MOOC 时代”背景下高校 SPOC 混合教学模式研

究 

JW2016014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炜波 
美国社区学院/韩国学分制教学法研

修班（国培） 
国培境外项目 授权评价开展课程诊断的研究与实践 

 

 

 

 

 

 

 

 

 

 

 

 

 

 



附件 4 
 
 
 

浙江省教育厅高校访问学者（境外培训） 
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 

合作项目结题报告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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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完成人（签名）： 
 
 

所在学校：          
 
 
        访问单位： 
 
 

联系电话：           
 
 
 

浙江省教育厅 

二 O 一六年制 



 

 
研究工作总结（含预期目标、完成情况及成果） 

（5000 字项目报告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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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使用情况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意见： 

□同意结题 

    □材料不完备，建议补充材料后结题 

    □成果未达到结题要求，建议延期结题 

    □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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