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成果名称 申报人姓名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领域 成果形式

1 浙江大学 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与培育 帅辉；马思妤
农业硕士:帅辉；

风景园林硕士：马思妤
园艺 实践报告类

2 浙江大学 检疫性实蝇快速检测试剂盒 许佳丹 农业硕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应用设计类

3 浙江大学
《菜市·折叠》——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贸市场摊位美

化提升改造设计方案

蒲晓芬；乔婧；
李永钧；王宽

风景园林硕士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应用设计类

4 浙江大学 黄喙蜾蠃远程观察和繁殖装置及方法 吴梦迪 农业硕士 植物保护 应用设计类

5 浙江大学 养殖废水生态修复及再利用 倪鑫；蒋迎 风景园林硕士 生态修复 应用设计类

6 浙江大学 面向高效率的3D打印分层算法及FDM打印支撑装置研究 盛红升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7 浙江大学 振荡水柱式防波堤的优化设计与综合价值 王辰 工程硕士 水利工程 实践报告类

8 浙江大学 三维组织工程支架的电纺薄膜胀大工艺 顾海兵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9 浙江大学 Anycodes在线编程 刘宇 工程硕士 软件工程 应用设计类

10 浙江大学 板式换热器复合纳米抑垢表面 陈增朝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应用设计类

11 浙江大学
面向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设计方法、工具以及典
型应用

周志斌 工程硕士 工业设计工程 应用设计类

12 浙江大学 大坝表面检测修复水下机器人研制 陈瑞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13 浙江大学 易腐垃圾就地减量资源化解决方案 毕峰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实践报告类

14 浙江大学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视觉定位技术研究及其在盲人视觉
辅助中的应用

林书妃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应用设计类

15 浙江大学 卫星系统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田洋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16 浙江大学 基于骨架视频的行为识别方法 叶帆帆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实践报告类

17 浙江大学 用于近场诊断的电磁探头设计 杨瑞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18 浙江大学 变压器短期增容决策研究 章禹 工程硕士 电气工程 应用设计类

19 浙江大学
高碳型与高氮型种植业废弃物堆肥菌剂与快速腐熟装置
的研发及应用

梁程钧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实践报告类

20 浙江大学
触摸屏（玻璃）油墨厚度非接触在线检测仪、高次曲面
自动定中系统和方法

周林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应用设计类

21 浙江大学 港珠澳大桥水下埋置式预制墩台技术规程研究 李中南 工程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实践报告类

22 浙江大学 用于医疗电子的高性能模拟前短芯片 董阳涛 工程硕士 电气工程 应用设计类

23 浙江大学 单轴太阳能自供电追踪控制器 张晓军 工程硕士 电气工程 应用设计类

24 浙江大学 China in Mao Zedong's Era 汪燕妮 翻译硕士 英语笔译 文艺作品类

25 浙江大学 自噬抑制剂介导的光动力骨肉瘤免疫治疗基础应用研究 俞巍 临床医学博士 外科学（骨科） 实践报告类

26 浙江大学 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及其刑法规制研究 马路瑶 法律硕士 法律（法学） 实践报告类

27 浙江大学 以“河长制”为核心的组织领导推进机制的研究 顾叶恒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 实践报告类

28 浙江大学
人工智能如何服务金融机构

——来自鸟瞰智能的案例研究
吕琳颖 金融硕士 金融 实践报告类

29 浙江大学
基于线上线下融合的批发市场发展路径研究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策划书

任溥瑞 国际商务硕士 跨境电子商务 实践报告类

30 浙江大学
从传统商业银行到金融科技银行：招商银行的智能化探
索之路

盛青青 王艺林李

格格
金融硕士 金融 实践报告类

31 浙江大学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 金超 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实践报告类

32 浙江大学
金融支农，精准扶贫

——基于“保险+期货”的项目成效分析
陈瑱怡 金融硕士 金融 实践报告类

3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刚柔耦合可变形两轮自平衡机器人 张婷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3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维集成电路差分传输通道的信号完整性问题解决方案 傅楷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实践报告类

3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体生物信息遥操作交互系统及应用 石鹏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3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仿生遥操作移动传感器网络的环境监测系统 华通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3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MMC拓扑的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平台 邱键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3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智能穿戴式人体健康监测仪 孙纯岭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39 浙江工业大学 智能膜的研发及其工程应用 刘华文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 实践报告类

40 浙江工业大学
用于捕集燃煤电厂二氧化碳的新型高效低耗双相吸收剂
及其机理研究

沈遥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应用设计类

41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检测 汪敏倩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42 浙江工业大学 节能环保高效PVC有机稳定剂的开发 王亚停 工程硕士 材料工程 应用设计类

43 浙江工业大学 转氨酶法合成西他列汀中间体关键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范浩浩 工程硕士 生物工程 应用设计类

44 浙江工业大学 冲床和中央空调控制系统设计 李晓宇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45 浙江工业大学 细粒度区域空气质量估计和预测模型 李一帆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46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全中文的通用型运动控制系统 吴祥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47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嫌疑车辆检索系统 徐云静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48 浙江理工大学 数字化染整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开发 吴金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49 浙江理工大学 三维多剑杆纺织机 张利旵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50 浙江理工大学 解决光固化涂层附着力问题 周浩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 实践报告类

51 浙江理工大学 非遗织艺旗袍的年轻态传播与推广研究 胡若涵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实践报告类

52 浙江理工大学 《畲尚》 李方园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53 浙江海洋大学 鱼水共治——一种基于养殖废水零排放的生态操控系统 朱晶婷 农业硕士 水产养殖 应用设计类

54 浙江海洋大学 南美白对虾质量保真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郝桂娟 农业硕士 食品加工与安全 应用设计类

55 浙江海洋大学 船舶油耗监测技术及其工程应用研究 周文强 工程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 应用设计类

56 浙江农林大学 抗生苏和化学药物降低克氏原螯虾抗病力 马雄超 农业硕士 养殖 实践报告类

57 浙江农林大学 岩棉材料改善丘陵山地经济林土壤保水能力的技术 方伟 农业硕士 农业资源利用 实践报告类

58 浙江农林大学 木结构连接件设计及应用 胡浪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59 温州医科大学 可自主雾化湿房镜 金梓 临床医学博士
临床医学

眼科学
应用设计类

60 温州医科大学 三个预测胃恶性肿瘤术后并发症及短期预后的临床模型 陈孝冬 临床医学博士
临床医学

外科学
实践报告类

61 温州医科大学 颈椎前路手术相关并发症研究及相关手术器械设计 闫应朝 临床医学硕士
临床医学

外科学
实践报告类

62 温州医科大学
唾液/龈沟液中氧化应激标志物与慢性牙周炎相关关系的

系统评价及荟萃分析
陈蒙蒙 口腔医学硕士 口腔医学 实践报告类

63 浙江师范大学
具有优异的截留率，渗透性和防污能力的电辅助原位曝
气染料分离导电PVDF-Ni膜的制备

余伟明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实践报告类

64 浙江师范大学 乡村幼儿园“新田园”园本课程方案的设计与开发 吴英杰 教育硕士 小学教育 应用设计类

65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问题链的数学深度学习设计研究 蒋安娜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实践报告类

66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SOLO分类理论的地理实践力层次调查报告 王玲玲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地理） 实践报告类

67 浙江师范大学 以情境体验为导向的景宁大地村乡村景观营造设计 顾燕燕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应用设计类

68 浙江师范大学 “量度”观研究——印度佛教造像法则在中国 陈国辉 艺术硕士 美术 文艺作品类

69 杭州师范大学 院线电影《沿海出发》 殷玉洲 艺术硕士 电影 文艺作品类

70 杭州师范大学 赤脚乡村医生纪录片 杨沐 艺术硕士 广播电视 文艺作品类

71 湖州师范学院 吴兴问壹堂养生保健按摩工作室 毛芳群 护理硕士 护理 应用设计类

72 温州大学 基于CMT电弧-填丝增材制造 苏传出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73 温州大学 基于激光冲击波技术的导光臂柔性光路传输设计方案 陈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74 浙江工商大学 淡水水产品中微囊藻毒素富集及检测方法研究 崔益玮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实践报告类

75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互联网金融数据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
张海潮；杨一
欣；董翠

应用统计硕士 应用统计 实践报告类

76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年浙江省放心消费指数编制研究 邱可阳 应用统计硕士 应用统计 实践报告类

77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省数字经济综合评价研究 王如意 应用统计硕士 应用统计 实践报告类

78 中国美术学院 传统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金恩楠 艺术硕士 美术 文艺作品类

79 中国美术学院 工意笔人物画研究 沈晓明 艺术硕士 美术 文艺作品类

80 中国美术学院 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 冯志东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81 中国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 梁献文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82 中国美术学院 版画 余惠恒 艺术硕士 美术 文艺作品类

83 中国美术学院 产品创新研究
李梁；徐佳欣；
王小雅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84 中国计量大学 基于聚焦换能器的超声成像技术研究 蒋剑 工程硕士 仪器仪表工程 应用设计类

85 中国计量大学 低温导电银基浆料的研究与应用 詹海娇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应用设计类

86 中国计量大学 水下噪声源的识别与定位方法研究 郝振宇 工程硕士 仪器仪表工程 应用设计类

87 浙江万里学院 系列植物空心胶囊的产业化研发推广应用 孙武千 工程硕士 生物工程 实践报告类

88 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师事务所股东晋升退出机制调查研究——基于代际
传承视角

刘畅 会计硕士 管理学 实践报告类

89 宁波大学 东海银鲳人工繁育关键装置研制及应用 张曼 农业硕士 水产养殖 应用设计类

90 宁波大学
频谱共享中的稳健频谱感知和交叉信道增益估计方法研
究

姚俊腾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91 宁波大学 铌基氧化物的合成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郑润田 工程硕士 材料工程 实践报告类

92 宁波大学 线缆绞距实时检测设备 李俊晖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93 宁波大学 汽车传动轴节叉轧锻复合技术研究 徐京豫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94 宁波大学 水中营养盐检测微纳传感器 尹加文 工程硕士 集成电路工程 应用设计类

95 宁波大学 新课程视域下高中文言文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戴启江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语文） 实践报告类

96 宁波大学 提升多维翻译能力，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宋红龄 翻译硕士 英语笔译 实践报告类

97 宁波大学 浙江新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视角的调查分析与研究 孟敬芳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实践报告类

98 宁波大学 体育师范生核心素养要素及培养路径研究 周原原 体育硕士 体育教学 实践报告类

99 宁波大学 如何有效地为农村基层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张春华 法律硕士 法理学 实践报告类

100 浙江传媒学院 走出无痛分娩的误区——科普硬膜外麻醉技术 孙思佳 新闻与传播硕士 新闻与传播 应用设计类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