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浙江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认定项目名单（申请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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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某某交通肇事案——认罪认罚制度与第二审程序

基本原则的适用
胡铭 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 法律硕士案例教学

2 浙江大学 机器人自动化制孔技术及装备 董辉跃 机械工程 现代制造工艺理论

3 浙江大学 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心 董丹申 建筑学 建筑设计(2)

4 浙江大学 闲林水厂建设工程项目风险评估 唐任仲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数学

5 浙江大学 杭州市余杭区种植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楼莉萍 环境工程 环境污染防治技术

6 浙江大学 浦东地区的新城建设与都市功能的修补激活 吴越 建筑学 城市设计原理与实践

7 浙江大学 大规模交通系统仿真优化应用案例 陈喜群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大数据分析、交通数据科学

8 浙江大学
智能制造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决

策支持系统
刘二腾 软件工程 数据仓库与 OLAP、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商务智能

9 浙江大学 邻家好医：家门口的好医生 董建坤；邢以群 工商管理 创业管理、商业模式设计

10 浙江大学
从水土不服到如龙得水：昌建集团海外公司新员工

的组织融入
许小东；郭菊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11 浙江大学 杭州城市大脑：从治堵到治城的创新实践 张蔚文
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城市发展与

土地制度
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

12 浙江大学 “网上丝绸之路”从“敦煌”开始 马述忠；潘钢健；濮方清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13 浙江大学 柑橘黑点病的综合防治 李红叶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实践、害
虫综合治理、农业昆虫学、应用昆虫学、植物保护前

沿
14 浙江大学 杭州临平净水厂化解“邻避效应”的对策 丛杭青

机械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化学工程

工程伦理

15 浙江大学 剧本创作 范志忠 广播电视领域 剧本创作

16 浙江大学 我的孩子是“貔貅”？ 舒强 小儿外科学 儿科学、小儿外科学

17 浙江大学 儿童常染色体隐性多囊肾病案例 毛建华 儿科肾脏 儿科学肾脏

1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远程测控技术概述》中水面清理机器人测控系统

的案例教学
史剑光；彭时林；于海
滨；李竹；刘敬彪

电子与通信工程 远程测控技术概述、模块化课程、海洋电子技术

1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康榕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植保田园

生活
张宁；左丽；张澜；刘

聪；江峰
项目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学

2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典籍英译》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教学实践案例 王英鹏 英语语言文学 典籍英译

21 浙江工业大学 宁波象山“村民说事”：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杨逢银、王莉颖、周杨、
陈楠、漆凤岚、瞿丹蕾

公共管理 社会调查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等

22 浙江工业大学 长风破浪会有时：四喜信息激荡创业之路 李正卫 创新创业 创新管理

23 浙江工业大学 释“权”纾“险”，慈文传媒化解股权质押风险之道 安维东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24 浙江工业大学 《寻梦南湖-红色之旅》虚拟现实创新研究 徐育忠 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

思政课程、历史课程、三维建模设计课程、三维动画
设计课程、UI设计课程、基础设计软件课程、unity软
件开发课程、计算机C#和js等代码课程等；也适用于数

字媒体专业、计算机专业、思政专业的教学

25 浙江理工大学 上海瑞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郑旭江 刑法学 刑事法学

26 浙江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编织结构缺陷原位检测技术 吴震宇；蒋佳健；薛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系统设计

27 浙江理工大学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绩效评价及规划设计 杨小军；丁继军 艺术设计（环境设计） 空间建构与解析、乡村景观可持续设计研究

28 浙江理工大学
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个案——萧山花边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刘丽娴；支阿玲；罗戎蕾 设计学 服装流行分析与预测

29 浙江海洋大学 基于环境因子的渔业生物亲体-补充量模型 王迎宾 农业硕士渔业领域 渔业资源种群动力学

30 浙江海洋大学 金枪鱼罐头加工过程及品质安全控制 张宾 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31 浙江农林大学 摩拜和ofo的投融资案例
鲁银梭；张国庆；李文

川；钱芳璐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风险投资与创业融资

32 浙江农林大学 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 赵光武、王洋
农艺与种业、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作物学种子科学与技术方向

种子工程技术、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进展、高级植物
育种理论与技术、现代农业概论、高级作物种子学、

高级作物育种学

33 浙江农林大学 毁坏竹林地的更新改造 应叶青 林业 现代森林培育理论与技术、高级森林培育学

34 浙江农林大学 “抗疫”补气药用植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闫道良 林业 森林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35 温州医科大学 选择自己的未来——研究生职业生涯决策 陈小英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研究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36 温州医科大学
“虚实”结合开展生物制药技术方法教学设计思路

——以重组人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蛋白药物生产为

例

田海山；李校堃；林丽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生物技术制药方法

37 温州医科大学
守护爱的支撑：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识别和宣

教
王向阳；连毅；邵振轩；

施益峰
脊柱外科、医学人文 骨科学、统计学、医患沟通学

38 温州医科大学 你笑起来真好看 黄盛斌 口腔修复学 口腔临床医学技术

39 温州医科大学 解密抗氧化生物碱网地藻螺胺的“容颜” 严鹏程；蔡跃飘；叶发青 药物分析 波谱解析

40 温州医科大学 迅速致盲、致残的蜡样芽胞杆菌性眼内炎 楼永良；郑美琴
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及快速诊断技

术、眼部微生态与眼部感染
检验与临床

41 浙江中医药大学 原发性肺癌诊疗思路 潘磊；陈培丰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42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辩证中的贝叶斯方法论探究 叶含笑 中医信息学 中医药信息学

43 浙江中医药大学 晚期复发宫颈癌合并癌因性疲乏的护理
汪和美；王春兰；傅丽

英；屠乐微
肿瘤护理 肿瘤护理学

44 浙江中医药大学 基于案例教学的生化分离工程技术的评价与选择 万海同；张宇燕 中医药生物工程 生化分离工程

45 浙江师范大学
龙泉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
方桂荣；刘洪 法学、民事诉讼实务 环境法、民事诉讼法、刑法



46 浙江师范大学 从无到有：“众筹众创”乡村旅游圆义乌马畈振兴梦
李文博；鲍月琪；吴晓

红；贺佳圆；康青婷；曾
慧敏

企业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

47 浙江师范大学 一位英语新手教师词汇测试卷编写的心路历程 冯妙玲
学科教学（英语）、课程与教师发

展
英语教育测量与评价、外语教育评价与测试、英语语

言测试

48 浙江师范大学
小孩主动教小孩：混龄体育游戏推进策略的探索与

实践
张莹；陈若阳；蔡淑钰 学前教育专业

幼儿园游戏设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设计、幼儿
园课程研究

49 浙江师范大学
我能成为一名好老师吗？——一位小学数学实习教

师的实习经历及教学反思
周晓燕 小学数学教学论、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 好老师、实习、数学实习教师、教

学反思、反思水平

50 浙江师范大学 中职《基础会计》课堂的改革之路：蓝墨云班课 金水英；陈梦颖；柴诗雨 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 专业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51 杭州师范大学
基于科学研究案例的课堂教学实践——核磁共振氢

谱在高分子研究中的应用
尹守春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结构分析与表征

52 杭州师范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任务型教学设计及评

价体系研究
曹沸；齐沪扬；叶梦露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教学案例课程

53 杭州师范大学
R老师的课程观对学生历史学习效果的影响——以《

洋务运动》一课为例
陈新民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法与学法指导

54 杭州师范大学
如何让演讲活动“活”起来？——综合性学习的设计

模型与应用
申宣成 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中学语文
教材研究

55 杭州师范大学 植物在低磷营养胁迫下的反应 陈哲皓 植物分子生理学 高级植物生理学

56 杭州师范大学 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现场调查 连福治 公共卫生 高级食品安全学

57 湖州师范学院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课程思政”融入英语教学案例 高岩 英语教育 研究生英语

58 绍兴文理学院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伦理道德根源 李卫斌 会计伦理道德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59 温州大学
Foo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a Trinity 

Cooperative in China 罗建利，王露 工商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ntrepreneurship Case Study

60 温州大学
基于学习路径分析的小学数学“算法多样化与优化”

的教学思考
章勤琼；阳海林 小学教育；学科教学（数学） 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教学设计、小学数学教材研析

61 温州大学 音乐学术前沿专题教学案例：“燕乐音阶”本原探究 赵玉卿 中国音乐史学、乐律学 音乐学术前沿专题、中国音乐史学、乐律学

62 浙江工商大学 华立出海记：从“独行”到“众行” 程兆谦；吴波；杨步韵；
杨燕；陈盈

工商管理 跨国公司战略、战略管理

63 浙江工商大学
从“一台戏”到“一个产业”——宋城演艺的“文旅融合

蜕变之路” 项国鹏；韩蓉；肖迪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旅游管理

64 浙江工商大学 坚守与变通，富阳竹纸的传承之路 杨欣 企业运营和市场分析 企业运营

65 浙江工商大学
找行长不如找村长?——农村金融自治推动乡村振兴

的浙江经验
吕凯波 区域金融理论与政策、财政学 金融理论与政策、商业银行业务与创新

66 浙江工商大学
P2P借贷违约风险如何控――基于最大信息系数的模

型构建及预测
程开明；项舒敏 应用统计、经济统计学等 商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67 浙江工商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传统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以荣盛石化为例
俞毅 产业经济学、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产业经济学、国际企业管理

68 中国美术学院 良渚世界文化遗产IP系统建构设计研究 成朝晖 设计学（综合设计） 综合性系统设计、文创设计、品牌设计

69 中国美术学院 “新浙派”人物画学脉研究及杭州岳庙壁画临习 王一飞 美术学（中国画人物）
中国人物画临摹、主题性叙事壁画创作研究、全校专

业通识类公共选修课程

70 中国美术学院 品牌设计与拓展策略案例研究 段卫斌 设计学（品牌设计） 创意设计方法、设计美学、品牌与服务

71 中国美术学院 “Z世代”□活态与时尚设计趋势研究 陶音 设计学（服装与服饰品设计） 设计趋势案例研究、全校性□化通识类公共选修课程

72 中国计量大学 起重机机电安全综合设计实践
陈永良；厉志安；何豪；
黄冬梅；李琛；袁月峰

安全工程、控制工程 工程基础与创新设计、安全检测技术

73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经营模式探索 虞华君；田嘉旗；陈燕依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社会治理、乡村治理

74 中国计量大学
滚塑钓鱼船的创新设计——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

设计思维培养教学案例
周晓江 艺术设计 设计思维与方法

75 浙江万里学院 青蟹呼肠孤病毒免疫胶体金试纸条的研制 陈吉刚 生物工程 微生物工程

76 浙江科技学院 “竹芸工房”竹编工艺活态传承案例实践及研究 郑林欣 艺术硕士，艺术设计 项目设计

77 浙江财经大学 百年大生：老树怎能开新花？ 戴维奇 创新创业与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创业管理、企业社会责任

78 浙江财经大学 联络互动三顾“茅庐”：Earn-out敲开并购大门 赵宇恒；郑鹏；周黎晨 财务管理 高级财务管理

79 浙江财经大学 失地农民补偿满意度评价的因子分析
邱瑾；张泽铭；王炫；张

珊峰；李淼；陈弘扬
统计 多元统计分析

80 宁波大学 关联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的司法适用 郑曙光 法学专业（民商法） 公司法学、商法学

81 宁波大学 基于无线网络的自动无人船移动计算平台 金光；尚子宁；江先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无线网络与物

联网
无线网络技术

82 宁波大学 从"香蕉门"事件讲解乙烯调控与果蔬保鲜物流 邵兴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物流与保鲜类课程，如食品储运工程技术、农产

品现代物流技术等

83 宁波大学
像榕树一样成长——一个“中师生”教师的专业成长

之路
冯铁山 小学教育、学科教学（语文） 小学教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专业成长

84 宁波大学 黄河盐碱地拟穴青蟹养殖案例 王欢；王春琳
水产养殖、渔业发展、渔业资源与

环境、农村发展

渔业资源生物学、现代水产养殖技术、水产增养殖与
资源保护、水产增养殖技术、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实
例、渔业资源调查实践、现代渔业进展、渔业案例分
析与研讨、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休闲渔业专题、农

村环境与乡村建设

85 宁波大学
网络数据挖掘与文本分析案例教学——以宁波市海

曙区石碶街道近三年网络舆情分析报告为例
宁海林；李孝群；羊晚成 新闻传播 网络数据挖掘与文本分析

86 浙江传媒学院
新技术·新沟通：国庆70周年阅兵的融媒体报道创

新
王润 新闻与传播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媒介社会学专题研究

87 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评价与发展战略 史征 新闻与传播
文化创意项目策划与管理及文化产业管理、文化经济

、文化传播等相关课程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