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科类 所属院系 答辩时间
1 基于学生“自我管理”理念的实验室安全教育机制的构建与 刘艳辉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30-13:40

2 高等钢筋混凝土的有限元教学方法 陈驹 工学 建筑工程学院 13:40-13:50

3
产教融合、强化实践、接轨国际--动力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薄拯 工学 能源工程学院 13:50-14:00

4 创新时代下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法探讨 刘海江 工学 建筑工程学院 14:00-14:10

5 科研引领多学科融合式的《海洋机电测试技术》教学改革 樊炜 工学 海洋学院 14:10-14:20

6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平台建设与实施 谢小洁 医学 医学院 14:20-14:30

7 多维度光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实践基地建设 郑臻荣 工学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14:30-14:40

8 食品学科博士生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东红 工学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

科学学院
14:40-14:50

9 医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盟式”协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阮冰 医学 医学院 14:50-15:00

10 “5+3”儿科综合能力序贯培养 舒强 医学 医学院 15:00-15:10

11
基于翻转课堂与seminar教学相结合的《高级临床护理实践》
课程改革

叶志弘 医学 医学院 15:10-15:20

12 依托MOOC课程的解剖学专业课与人文通识教育融合的研究 张晓明 医学 医学院 15:20-15:30

13 项目制专业硕士培养的模式研究-机制与方法实践 陈丰秋 工科 工程师学院 15:30-15:40

14 基于“实践教育协同体”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复合型人才 李金林 医学 医学院 15:40-15:50

15
培养“2E”外科助手——关于研究生外科手术技能培训课程
的研究

蔡秀军 医学 医学院 15:50-16:00

16 皮肤性病学影像资源库的建设与应用 周强 医学 医学院 16:00-16:10

17
以肝癌肝移植与人工智能融合课程为范本的肿瘤研究生跨界
教育教学多模块改革探索

方维佳
教育技术研究

与应用
医学院 16:10-16:20

18 面向新药研发的《药物波谱解析》研究生课程改革 盛荣 医学 药学院 16:20-16:30

19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准化培养模式改革 韦巍 工科 工程师学院 16:30-16:40

20 立体化交叉协同的高水平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 邵之江 工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16:40-16:50

21 国产嵌入式CPU系统芯片设计教学 张培勇 工科 工程师学院 16:50-17:00

22
专业理论课的实践创新教学模式研究—基于传递过程原理教
学的探索研究（教材）

南碎飞 工科 工程师学院 17:00-17:10

23 清洁燃料低温高效长储技术 甘智华 工科 工程师学院 17:1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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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科类 所属院系 答辩时间
1 基于政策企业家精神塑造的MPA教育模式创新 郁建兴 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3:30-13:40

2 中国语言文学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胡可先 文学 人文学院 13:40-13:50

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答辩安排表
（B组：海洋大楼301室）

本 贯 养机 实 胡 先
3 导学团队制度化与复合型历史学人才培养改革 刘进宝 历史 人文学院 13:50-14:00

4 基于4C的留学研究生培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晓萍 教育学 海洋学院 14:00-14:10

5 “海洋+X”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 袁雯静 教育学 海洋学院 14:10-14:20

6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博士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魏江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4:20-14:30

7
创新驱动型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国际化硕士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汪蕾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4:30-14:407
与实践

汪蕾 管理学 管理学院

8
以《紫金创享.创业大讲堂》为载体的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新
模式探索

郑刚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4:40-14:50

9 新时代工程伦理教学体系建设 丛杭青 哲学 人文学院 14:50-15:00

10 基于结果导向理念的研究生素质培养保障体系的探索与应用 钱文荣 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00-15:10

11 浙江大学紫领人才培养计划 阮俊华 政治思想教育 公共管理学院 15:10-15:2011 浙江大学紫领人才培养计划 阮俊华 政治思想教育 公共管理学院 15:10 15:20

12 基于学科交叉和科学范式的中级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平台课程建 陈丽君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5:20-15:30

13 研究生导师心理育人能力提升研究 朱婉儿 政治思想教育 心理中心 15:30-15:40

14 情感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在医学人才职业素质建构中的创新探索 吴皓 素质教育 医学院 15:40-15:50

15 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法学交叉课 高艳东 法学 光华法学院 15:50-16:00

16 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研究生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何莲珍 人文社科 外语学院 16:00-16:10

17 引导研究生赴国防信息化领域建功立业的路径探索 赵颂平 综合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16:10-16:20

18 生物信息学研究生国际视野及科研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陈铭 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16:20-16:30

19 培养一流人才驱动基础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生培养综合改革 王青青 其他 医学院 16:30-16:40

20
以跨学科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双脑计
划”背景下“心理学+X”的科教融合实践

何贵兵 教育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16:40-16:50

21 专业学位“商学+行业”培养模式探索 邢以群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6:50 17:0021 专业学位“商学+行业”培养模式探索 邢以群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6:5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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