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培养单位 案例名称 作者 专业领域方向 适用课程

1 浙江大学 隐性服务失误应该如何处理 张大亮 工商管理 《营销管理》

2 浙江大学 韩都衣舍的组织创新：以“产品小组”为核心的单品全程运营体系 郑刚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

3 浙江大学 涵琳的品牌推广之困 张胜男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创业管理》

4 浙江大学 万向集团创新全球化（1984年-2016年） 魏江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5 浙江大学 维库公司战略转型之惑 王世良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6 浙江大学 人人都是老板：永辉超市的“全员合伙”制 邬爱其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

7 浙江大学 以创代承：方太茅氏父子的跨代创业历程 窦军生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8 浙江大学 廸立公司先进制造中心主任的人选之惑 许小东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9 浙江大学 聚散沉浮为哪般？星茂公司创业过程中的人和事 许小东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组织行为学》

10 浙江大学 “永不过期”的道德基因：广药集团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探索 莫申江 工商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伦理与领导力》

11 浙江大学 海康威视的国际化与超越追赶 吴晓波 工商管理 《管理学》《战略管理》《国际化战略》

12 浙江大学 从“学标”到“越级对标”：吉利汽车的超越追赶之路 吴晓波 工商管理 《创新管理》《战略管理》《国际商务》

13 浙江大学 心相近、习相远：问心公司创业团队成员为何最终分道扬镳？ 谢小云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组织行为学》

14 浙江大学 寻觅桥梁人物：吉利并购沃尔沃后的CEO人选之问 杜健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

15 浙江大学 Xiaomi Inc. in 2018 郑刚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16 浙江大学 Xiaomi Inc. in 2017 郑刚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17 浙江大学 Xiaomi'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and challenges 郑刚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

18 浙江大学 我的风险投资契约之恋 姚铮 财务管理 《投资学》《财务管理》

19 浙江大学 南华勘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预算改革 韩洪灵 财务管理 《投资学》《财务管理》

20 浙江大学 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调整与A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之困境 韩洪灵 财务管理 《投资学》《财务管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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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洁芳 金融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2 浙江大学 四海商舟转型之路 马述忠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23 浙江大学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形态 郁建兴、黄飚
政府治理与领导、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领域）、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地方政府学》《
公共管理学》

24 浙江大学 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如何形成? 徐林 公共管理、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学》《城市社区治理》

25 浙江大学 “虎哥回收”：开启城市垃圾治理新时代 徐林 公共管理、城市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城市与区域发展》

2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风云机器人的架构性创新 王雷 工商管理 《创新管理》

2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校园智慧洗涤项目是佰米公司的机会吗
方刚、周青、杨伟
、武琳琳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战略管理》

2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民族企业技术创新之路——以厦门宏发（1984-2017）为例 王雷 工商管理 《技术战略创新》

29 浙江工业大学 龙游飞鸡：用社会创业实现精准扶贫 李正卫等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

30 浙江工业大学 纳爱于斯，善利万众——纳爱斯集团的战略转型成长路 许强等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31 浙江工业大学 以小博大，一根吸管的蓝海之旅 王飞绒等 工商管理 《创新管理》

32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一条2年都无法“铺平”的145米自然村道——基于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反思 许才明、袁慧玲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社会组织管理》《领导理论与实践》《地方政
府管理》

33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市某高中探寻课程改革之路 张天雪、余乐 教育管理 《学校管理学《课程论《中小学改革

34 浙江师范大学 农民工子女学校发展：路在何方？ 周国华、王琳 教育管理 《教育学》《管理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治理》

35 浙江师范大学 Z中学的依法治校之路 陈殿兵、张天雪 教育管理 教育治理；教师、校长发展；教育改革发展

36 浙江师范大学 一位实习教师与电流概念学习进阶的“邂逅”
曾平飞、鲍成章、
康春花

学科教学（物理）、科学与技术教育
《物理教育测量与统计》《科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科学课程与
教材分析》《教育统计与SPAA运用》

37 浙江师范大学 L中学的“大班小组”改革之路 杨新晓、张天雪 课程与教学 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变革

38 浙江师范大学 入学三十天——一位班主任开展的幼小衔接工作
钱旭升、周晓燕、
柯以晨

小学教育 《教育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小学班主任》

39 浙江师范大学 一位留守学生的家庭疏离感及其生态系统的影响
徐长江、李海燕、
刘万伦、刘迎春

教育管理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健康心理学》《学校管理学》

40 浙江师范大学 三改一拆背后的两难抉择 金姗姗 公共管理 《行政伦理学》

41 浙江师范大学 老字号发力年轻化：南方黑芝麻的转型升级之路 虞红霞、王启亮 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市场营销》

42 浙江师范大学 遮蔽与突破：双童吸管螺旋演进的组织文化
郑冉冉、陆竞红、
吴诗启、叶成志

工商管理 《组织行为学》

43 浙江师范大学
旧瓶装新酒，瓶碎酒洒尽
-GLH小贷公司因治理缺陷被强制解散

黄惠青、张洪明 工商管理 《企业法律实物—公司及公司治理》

44 浙江师范大学 如何寻找守恒量？—基于学习进阶的“能量”教学 黄晓、武志峰 学科教学论（物理） 《物理课程与教学改革专题》《教育研究方法》

45 浙江师范大学 理想走进现实——中非商贸投资沟通服务平台的设计之路 段文奇、张旭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平台管理前沿》《电子商务》《创业管理》

46 杭州师范大学 乡村小规模学校S小学的“家文化”
钟振国、张新平、
方星

教育管理 《普通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学校管理学》

47 杭州师范大学 初中数学专家型教师课堂提问特征及启示--以“合并同类项”为例 叶立军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学论》《数学教学设计》《数学
学习评价》

48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数学活动经验的“三角形的特性”教学 李国强 数学教育（小学）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49 杭州师范大学 体育课上学生受伤,谁担责？ 王雁琳 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学等相关课程》

50 杭州师范大学 如何引导学生探究三角形内角和？ 李国强 数学教育（小学）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51 杭州师范大学 长方形的面积为什么是长×宽？ 徐丽华 数学教育（小学）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52 杭州师范大学 B老师英语课堂的APP教学探索 钟振国、包晓明 学科教学（英语）
《英语教学设计与分析》《英语教学案例分析》《英语教学理论
及方法》

53 浙江工商大学 小刚的烦恼：公司卖，还是不卖？ 程兆谦 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

54 浙江工商大学 有心插柳柳成荫：质子科技的研发管理之道 肖迪 企业管理 《运营管理》《新产品开发》《项目管理》

55 浙江工商大学 阿里众包：群体的智慧和力量 伍蓓 企业管理 《创新管理》

56 浙江工商大学 逆风起航：玛瑙湾商业模式的敏捷演化之旅 孙元 企业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

57 浙江工商大学 执偶然之果寻必然之因：TCL与四川长虹的面板投资效果缘何天壤之别？ 裘益政 会计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58 浙江工商大学 浦阳江整治：关停上万家水晶作坊 建立产业聚集区 郑春勇 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学》

59 浙江工商大学 不止是有温度：亚朵酒店的服务创新 肖迪 企业管理 《运营管理》《服务管理》

60 浙江工商大学 文欣雅苑小区地下车库纠纷谈判 胡敏飞 法学 《非讼技能与实践》

61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研究及应用 章上峰 应用统计 《数据挖掘实务》

62 浙江工商大学 阿里金融的崛起 姚耀军 金融 《金融学》

63 浙江工商大学 天威保变（600550）资产置换交易的会计处理 张陶勇 会计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64 浙江工商大学 “充分准备”行动：S酒店服务流程延迟化 陈觉 旅游管理 《接待业战略管理与创新》

65 浙江工商大学 微洽：一个企业移动社交办公软件的发展历程 孙元 企业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

66 浙江工商大学 “充分准备”行动：服务速度和个性化的提升与平衡 陈觉、易开刚 企业管理 《运营管理》《服务管理》

67 浙江工商大学 挚友是怎样炼成的：上佰电商的供应链协同之道 肖迪 企业管理 《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

68 浙江工商大学 “小厨房”战略:A酒店集团的服务运营系统优化 陈觉 旅游管理 《接待业战略管理与创新》

69 中国计量大学 秉“公”之心，行“羊”之善：从浙江省“公羊队”谈社会救援组织的参与机制 王卫东 公共管理 《非营利组织》《公共危机管理》

70 中国计量大学 扁平化、数字化与智慧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基于“放管服”改革的背景 翁列恩、李战国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71 浙江财经大学 一个学校两种学籍的纷争——地方政府面对集体行动的行为逻辑
操世元、郭剑鸣、
姚莉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

72 浙江财经大学 “天价彩礼”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裴志军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

73 浙江财经大学 华帝退全款：一场“险输”还是“稳赢”的对赌？
赵宇恒、刘天成、
朱雨璇、曹泽华

会计 《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

74 浙江财经大学 创业十年路，起步到扩张：“喜泊客”未来走向何方？
戴维奇、冯健、刘
赫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创业管理》

75 宁波大学 迎风航行：慈星隐形冠军成长之道
彭新敏、杨林波、
吴瑶、陈士慧

企业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管理》

76 宁波大学 柳暗花明又一村：海天国际的产品创新之路
彭新敏、陈佳乐、
王石磊

企业管理 《创新管理》《技术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新产品开发》

77 宁波大学 求同存异：圣龙集团的代际创业之路
陈士慧、张聪群、
钱树静

创业与家族企业 《创业管理》《家族企业》《战略管理》

78 宁波大学 “会耕部落”：三寰农业O2O转型
程露、张强忠、韩
少杰

战略管理 《移动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管理》

79 宁波大学 谁来接棒？——浙江省宁海县A公司代际传承之旅 张聪群、干建华 企业管理 《公司治理》《家族企业管理》

80 宁波大学 均胜收购普瑞：跨国并购的“蝴蝶效应”成就逆袭之途 夏良科、吴斌 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管理 《跨国公司管理》《国际商务》《跨国投资》

81 宁波大学 媒体融合下汽车广播媒体FM104.7营销突围 李宏宇 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学》

82 宁波大学 从“追赶者”到“领导者”：海天塑机的领先之道
彭新敏、陈佳乐、
杨林波

企业管理 《创新管理》《技术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新产品开发》

83 宁波大学 从房地产到高端制造：银亿集团的战略大转型
夏良科、赵超、吴
斌

国际企业管理、国际商务 《产业经济学》《国际商务》

84 宁波大学 总有无限空间在外边：宁波慈星的智造之路 董永虹 企业管理 《运营管理》《创新创业管理》《企业战略管理》

85 宁波大学 基层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深化：基于N市Z区政府的实践_入库证书 陈红霞、包凌燕 公共管理
适用于公共管理，行政改革与发展等课程中政府机构改革内容的
讲解

86 宁波大学 农民工创业政策如何确定方向：快递业三通一达的启示 操家齐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分析》

87 宁波大学 从“泳池”游向“大海” 邵光华、钱栋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88 宁波大学 基于学习共同体的数学课堂 邵光华、陈磊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89 宁波大学 让概念在体验中生成 邵光华、胡贝贝 学科教学（数学）、小学教育 《学科教育学》《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90 宁波大学 讨论中的概念教学
邵光华、孙彬、张
妍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91 宁波大学 古诗文教学从“翻译串讲”到“演绎生成”的探索 冯铁山 课程与教学论、德育学原理、小学教育 《学科教学》《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

92 宁波大学 单亲家庭孩子诗意教育的探索 冯铁山 课程与教学论、德育学原理、教育管理 《学科教学》《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

93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互联网+政务”在政府改革中的运用和探索 张鸣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研究生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

《公共管理》《电子政务》

94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探索政府雇员制的第三条道路---滨江区政府专业聘用人员制度建设的经验 胡重明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研究生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

95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政府服务何以实现“最多跑一次”？---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 张鸣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研究生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

《公共管理》《政府绩效管理》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http://219.232.118.198/


附件2：

序号 培养单位 案例名称 作者 专业领域方向 适用课程

1 浙江大学 港珠澳大桥大节段钢箱梁施工监控 汪劲丰 建筑与土木工程 《桥隧工程专题》

2 浙江大学 青岛市延安三路交通时空资源协同优化设计 金盛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控制》《交通流理论》《交通工程》

3 浙江大学
成本大计精细为赢：中建三局杭州国际中心项目的成
本管控之术

俞洪良 工程管理 《项目管理》

4 浙江大学 海尔智能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解密 顾复 工程管理 《数字化工程与管理》

5 浙江大学
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与
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

胡铭 法学 《刑事诉讼法》

6 浙江大学 诚大如何破解大订单带来的产能难题？
王世良、杨祥吼、张胜

男
工商管理 《运营管理》

7 浙江大学 沈荡黄酒如何定位？  戚译、汪曙青 工商管理 《营销管理》《品牌管理》

8 浙江大学 新潮传媒：继续跑马圈地还是寻找下一片蓝海？
郑刚、梅景瑶、窦军生

、朱凌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

9 浙江大学 为时尚早还是恰逢其时：Rokid在AR眼镜量产中的抉择 杜健、卢柯颖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创业管理》

10 浙江大学
复旦投毒案——预谋型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中酌定量
刑情节的规范适用  

叶良芳 法学 《刑法》

11 浙江大学 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原理：以许霆案为例 高艳东 法学 《刑法》

12 浙江大学 石化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创新之路 毛义华 工程管理 《工程经济学》

13 浙江大学 平原河网地区海绵城市建设 周永潮 建筑与土木工程 《排水系统理论与技术》

14 浙江大学 福建三钢闽光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徐志、潘冬慧 税务 中国税制专题；税收稽查专题；税收征管专题

15 浙江大学 一企两制：海康威视的内部创业探索 郑刚、杨南奕 工商管理 《创新与变革管理》

16 浙江大学 华为企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张刚峰、许冬晴 工商管理 《企业文化》《组织行为学》

17 浙江大学 德发公司房产拍卖案例分析 徐志、周萍 税务 中国税制专题；税收稽查专题；税收征管专题

18 浙江大学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虚开发票发放工资的案例 徐志、王佳瑶、杨蓉洁 税务 中国税制专题；税收稽查专题；税收征管专题

19 浙江大学 瑞维奥科技的回报众筹 金珺、郭敏、林建青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投资学》

20 浙江大学 缸鸭狗跨区域店址如何选？
徐伟青、张大亮、吴宵

妮、王诗翔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营销管理》

21 浙江大学
向左走？向右走？-网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战略转型
抉择

徐伟青、卢永达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营销管理》《服务营销》

2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案例教学 何志伟 信号处理 《现代信号处理及应用》《自适应信号处理》

2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远程测控技术概述》中总线技术的案例教学
彭时林、史剑光、于海滨
、李竹、刘敬彪、徐红

海洋工程
海洋电子信息

《海洋电子技术》《模块化课程》

2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天时造船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王雷 工商管理 《数字化转型》《项目管理》

2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应用实践案例 李轶 计算机软件 《软件工程》

2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HYB公司战略定位 王方明、樊斌强 公司财务分析 《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分析》

2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企业数字化制造，行业平台化服务——以陀曼智造赋
能轴承行业转型为例

王雷 工商管理 《制造服务创新》

28 浙江工业大学 探索与转型：永不停歇的海伦钢琴 王飞绒等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29 浙江工业大学
“两山”理论在指导长兴蓄电池产业蝶变中的探索与
实践

于凤文 化学工程 《工程伦理》

30 浙江工业大学 迪卡侬效率型与响应型供应链并行拓展之路 蔡建湖等 工商管理 《供应链管理》

31 浙江工业大学 创意城市与创意产业案例研究 王哲平等
新闻传播学文化传播与媒介管
理

《文化创意产业案例研究》

32 浙江工业大学 中美金融开放比较研究 周东 金融学 《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33 浙江工业大学 广汇能源优先股与普通股融资决策 雷新途等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34 浙江理工大学 基于热传递机制的热防护服装（TPC）参数优化决定 徐定华
应用数学、纺织工程、服装工程
及相关领域

《偏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反问题理论与方法》《纺织
材料学》《服装舒适性》《产业用服装》

35 浙江理工大学 丰田汽车SPS智能生产物流应用 董宝力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36 浙江理工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纺织品中游离甲醛 陈海相 材料相关学科 《材料近代研究方法与实践》



37 浙江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手糊成型加工方法教学案例 张华鹏
纺织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

《纺织复合材料》

38 浙江理工大学 《休闲与时尚翻译》案例 刘小林 翻译 《休闲与时尚翻译》及类似翻译课程

39 浙江海洋大学 游上G20的深海大黄鱼 张建设
农业硕士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0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省三疣梭子蟹限额捕捞管理资源调查站位优化 王迎宾
农业硕士
渔业领域

《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技术》

41 浙江海洋大学 2008年三鹿奶粉非法添加三聚氰胺事件 霍健聪
农业硕士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食品安全案例分析》

42 浙江海洋大学 深蓝一号：世界最大的全潜式网箱 冯德军
农业硕士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3 浙江海洋大学 大黄鱼小瓜虫病的防治 刘慧慧
农业硕士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4 温州医科大学
利用ddPCR技术检测ctDNA T790M进行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耐药监测

丁春明、杨政权 分子诊断学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

45 温州医科大学 心梗溶栓后的故事 王万铁 基础医学 《高级病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八年制）

46 温州医科大学
普通导管单肺通气行小儿肺囊性瘤样畸形手术麻醉案
例

上官王宁 麻醉学 《麻醉学进展》（临床型硕士研究生教学课程）

47 温州医科大学 教学查房：儿童腺病毒肺炎 张海邻 儿科学
《儿科科研临床思维与技能》（儿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临
床实践课程）

48 温州医科大学 肯氏二类牙列缺损的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治疗 杨静远 口腔修复学 《口腔临床医学技术》

49 温州医科大学 因双眼视力下降而焦虑的李同学
袁一民、姜珺、陈绮、

崔乐乐
眼科学 《眼科学》

50 温州医科大学 1例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诊断实例 杨运俊、潘克华、张昭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高级医学影像学》（研究生）

51 浙江中医药大学 心力衰竭患者的诊疗与护理评估 李益民、陆骏、李玲等 心血管护理 《心血管护理》

52 浙江中医药大学
深夜躺着刷手机、突然呼吸困难、心跳呼吸骤停----
“沉默的杀手”肺栓塞

吴建浓 临床医学 《内科学》《重症医学》《急诊医学》

53 浙江中医药大学
基于社会支持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失独父母的医养
结合型养老模式

荣超 公共政策与管理 《公共管理学》《社会研究方法》

54 浙江中医药大学 甲状腺髓样癌患者的诊疗及护理评估
胡海琴、梁冠冕、汪国

建
肿瘤外科护理 《肿瘤护理学》

55 浙江中医药大学 膝关节术后肺血栓栓塞合并脑栓塞的分析 于红英、贾勤、何桂娟 骨科护理 《外科护理学》

56 浙江中医药大学 作为公共产品的罗幔杨梅技术的扩散与选择 孙艳香 经济学 《中级西方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57 浙江中医药大学 基于成果导向的《方剂学专论》研究生教学 季旭明 中医学 《方剂学》

58 浙江中医药大学
高级模拟人在低血容量性休克的早期治疗案例应用的
研究

莫达瑜、里焱 临床医学 《内科学》《重症医学》《急诊医学》

59 浙江中医药大学 乳腺恶性肿瘤的诊疗和护理评估 倪建芬、何桂娟 肿瘤外科护理 《外科护理学》

60 浙江中医药大学 急性腰扭伤-针灸治疗循证案例 张全爱、李阳 针灸学 《针灸治疗学》

61 浙江中医药大学 踝关节扭伤的推拿手法治疗技术 王晓东 推拿学 《推拿临床研究进展》《运动医学》

62 浙江中医药大学 成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诊疗思路 卢建华、黄杰烽 中医骨伤科学 《骨科学》

63 浙江师范大学 叙事.反思.践行：一个数学实习老师的成长故事 唐恒钧 学科教学（数学）
《课程教学论》《数学课程与教材分析》《数学教育研
究设计与方法》《数学方法论》

64 浙江师范大学
自闭症儿童共同注意教育干预的探索——以PRT动机
策略为例

林云强
特殊教育学
（特殊幼儿临床研究）

《自闭症儿童的发展与教育》《儿童积极行为支持》《
特殊儿童个案研究》

65 浙江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干预家庭暴力案例 刘梦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实务》《妇女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婚
姻家庭法》《社会工作理论》

66 浙江师范大学 莫桑比克幼儿歌谣式汉语教学 毛力群、林诗茹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67 浙江师范大学 农村垃圾分类何以成功——来自金华六角塘村的实践 霍伟桦 公共管理方向（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学》

68 浙江师范大学 脂肪族亲核取代反应 彭勃 学科教学（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

69 浙江师范大学 NBA President's Challenges 应洪斌 工商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70 杭州师范大学
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以再审程序和证据
分析为视角

邵劭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实务》《证据法专题》

71 杭州师范大学
学生“知道”就是“理解”了吗？——W老师基于学生
深度学习的英语教学探索

陈思颖 英语教育、二语习得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二语习得》

72 杭州师范大学
数学教师如何有效设计课堂反馈？——以“线段、射
线和直线”为例

叶立军、王思凯 数学教育研究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73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作业平台设计与实现 杨欢耸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

74 杭州师范大学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考试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杨欢耸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



75 杭州师范大学 《什么是英语完句？》 詹宏伟、丁小境 英语教学 《应用语言学》

76 绍兴文理学院
以体验营销决胜“新零售”转型之战---以达利丝绸
（浙江）有限公司为例

丁志刚 营销管理 企业管理专业《营销管理专题讲座》

77 绍兴文理学院 制度环境、外部融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一个共演模型 赵秀芳
家庭企业传承、财务管理理论
与实务

企业管理和会计学专业研究生《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78 绍兴文理学院 南方黑芝麻真的要“糊”了吗？ 魏刚 公司财务理论与财务政策 《财务报表分析》《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79 绍兴文理学院 中小纺织企业的引才之路 周鸿勇 家族企业成长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题讲座》

80 温州大学 翻转课堂交互的设计与文本分析案例研究 郑晓丽 教育技术学
《教育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教育研究方法》《信息
技术教学设计》

81 温州大学 教育硕士《班主任工作实务》教学案例 邓纯考 小学教育 《班主任工作实务》《教育学》

82 浙江工商大学 从神话到噩梦：XIV交易所交易票据的成败
邓弋威、许昌豪、徐哲

源、竺添晟
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风险管理》《投资学》

83 浙江工商大学 T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伦理案例 郭飞、张敏 工程伦理、社会治理 《工程伦理》

84 浙江工商大学 “更高端”战略：雅迪电动车的逆袭 程兆谦 工商管理硕士（MBA） 《战略管理》

85 浙江工商大学 共享单车：敢问路在何方 周德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专题》

86 浙江工商大学 国内人工智能著作权纠纷第一案 冯洁 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伦理》

87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M-LS-SVM的变压器故障诊断研究 王伟刚、董雪梅 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实务》《机器学习》等

88 中国计量大学 基于相位测量偏折的晶圆表面面形检测系统 孔明、王道档
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仪表工
程

《现代传感技术与系统》《光学检测技术及实验》《仪
器精度理论》《计算机视觉测量》

89 中国计量大学
真实世界色彩的复现——基于金属-电介质-金属结构
滤波器件的研究案例

孟彦龙、徐睿、姜丽 光学工程 《高等光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表征技术》

90 中国计量大学
华灿光电"创新+规模"双轮驱动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差
异化与低成本融合战略

谭凌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高级管理学》《现代质量管理》《技术创新与可持续
管理专题》

91 浙江万里学院
阿凡达：工业品商贸供应链集成模式创新和运营案例
研究

李肖钢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运作管理》

92 浙江万里学院
工程谋福利 环保更先行——中非索瑞米项目中的工程
伦理应用

俞跃、孙叶飞、陈海 工程类专业学位公共必修课 《工程伦理》

93 浙江万里学院 人类Y-STR分析在个体鉴定中的应用 王伟、尹尚军、钱国英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 《高级生物化学与实验技术》

94 浙江万里学院 断裂基因的提出及意义 王忠华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 《基因工程原理及应用》

95 浙江财经大学 “志”在定制家居，“邦”交财务管理 骆铭民、赵宇恒 财务管理 《财务分析》

96 浙江财经大学
“服装大佬”的投资沉浮——雅戈尔金融资产的确认
与计量

赵宇恒、朱雨璇、曹泽
华、刘天成

会计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97 浙江财经大学 基于RPA的集团公司财务数据可视化分析案例 董黎明 会计信息系统 《Excel在财会中的高级应用》

98 浙江财经大学
论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影响——唐
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

李伟 法律 《民法学》

99 浙江财经大学
利益衡量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研究——以闻
天公司与李琛茹合同纠纷案为例

李伟 法律 《民法学》

100 浙江财经大学 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影响创业板年报风险信息披露？ 朴哲范、陈荣达等 公司金融与实证金融（实验）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公司金融方法及应用》

101 宁波大学 《微共体合作学习如何由合“坐”变为合“作”》 冯铁山 课程与教学论、德育学原理 《学科教学》《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等

102 宁波大学 《个人史书写》案例及要求 钱茂伟 历史学
公众史学视野下以专业表达为导向的历史教学模式探索
与实践

103 宁波大学 “言”必有据 邵光华、陈洁、孟敬芳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教育学》《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104 宁波大学 股东出资来源违法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郑曙光 法学专业（民商法） 《公司法学》《商法学》

105 宁波大学 篮球双手胸前传球的结构化教学策略与学科核心素养 郭强、陆亨伯 体育学
《体育课程导论》《体育教材教法》《体育课程与教学
论》

106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门户网站外宣材料英译案例 陈文安 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政府、公共事务及传媒翻译》《翻译工作坊》《计算
机辅助翻译（CAT）》

107 宁波大学
商务部China Aid 项目Antigua and Barbuda培训班口
笔译服务

陈文安 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基础笔译》《翻译工作坊》《基础口译》《视译基础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108 宁波大学 且行且思——《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磨课之旅 邵光华、马蕾、吴维维 学科教学（数学）、小学教育 《学科教育学》《数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

109 浙江传媒学院 进阶式、实战型融媒体生产发布案例库 虞勤 新闻与传播 《全媒体新闻发布》

110 浙江传媒学院 故宫博物馆的新媒体运营之道 李新祥 新闻与传播 《新媒体运营管理》

111 浙江传媒学院 收视率的功过是非 章洁 新闻与传播 《媒介用户研究》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