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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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表情包产业发展困境与著作权治理研究 金超 法律硕士 法律硕士（非法学） 实践报告类

2 浙江大学 D公司医药代表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刘昌曦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 实践报告类

3 浙江大学
张强医生集团：创业医生极致打造特色专科之路案例与案例使用说

明
杜雨婷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 实践报告类

4 浙江大学 海绵公园建设中工程管理数学的运用 程诗卉 工程管理硕士 工程管理 实践报告类

5 浙江大学 “归去来兮”——闵行区同心村田园乡村规划设计 王宽；承露；唐茜；尹彦莹；张奕然 风景园林硕士 风景园林 应用设计类

6 浙江大学 一种新型灭白蚁饵片的设计与研发 羊桂英 农业硕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应用设计类

7 浙江大学 聚合物材料的超声无损测量 夏能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8 浙江大学 二氟甲烷的管道化连续合成技术开发 沈涛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 应用设计类

9 浙江大学 注塑机拉杆健康状态的超声波检测理论、方法、装置及应用 赵耀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10 浙江大学 细颗粒物凝聚长大及强化脱除 郑郝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实践报告类

11 浙江大学 面向高电解液利用率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设计及运行策略优化 刘柏辰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实践报告类

12 浙江大学 基于V2G的双向车载充电机设计与优化 李博栋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应用设计类

13 浙江大学 易腐垃圾干化快腐熟技术 严祥瑞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应用设计类

14 浙江大学 点照明移频超分辨成像与重构方法 陈宇宸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应用设计类

15 浙江大学 浙江省林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站专业实践报告 陈威旺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实践报告类

16 浙江大学 缸内制动及可变气门技术开发 陈俊玄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应用设计类

17 浙江大学 网约出行需求预测及动态定价模型 郑宏煜 工程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 应用设计类

18 浙江大学 基于电润湿台阶乳化的液滴制备技术 何斌斌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 应用设计类

19 浙江大学 农田面源污染控制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规范 杨姣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应用设计类

20 浙江大学 碳纤维复合材料大力重比液压缸 罗庆有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21 浙江大学 增材制造SLM液压集成块 汪帅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22 浙江大学 面向海空目标监测的被动雷达样机开发 魏俊康 工程硕士 船舶与海洋工程 应用设计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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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佳络 工程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实践报告类

24 浙江大学 基于设计思维的小学生AI课程设计与实施开发 潘金晶 教育硕士 科学与技术教育 实践报告类

25 浙江大学 新型益生菌抗虫疫苗的研发及临床效果验证 张贵恒 兽医硕士 兽医 实践报告类

26 浙江大学 新冠肺炎防控时期校园餐饮管理 谢飒飒；余志英 公共卫生硕士（MPH） 公共卫生 实践报告类

27 浙江大学 蛋鸡养殖中疫病防控及主要病毒性呼吸道病流行病学监测和分析 盛豪 兽医硕士 兽医 实践报告类

28 浙江大学 《西泠群星谱·李刚田》人物专题片创作实践报告 高彬 艺术硕士 广播电视 实践报告类

2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案例研究与应用 胡珊珊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 实践报告类

3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用于检测介质材料电磁特性的高性能、小型化平面式微波传感器设

计
甘宏祎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3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心电身份识别关键技术 张烨菲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3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肌电运动感知的手语识别和翻译系统 鲍磊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实践报告类

3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融入视觉机制的深度学习及其在医学影像分析中的应用 田纯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3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仿生微结构拉刀与负载感知系统的应用研究 杨永丰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35 浙江工业大学 建德市经信局防疫复工工作调研报告 叶智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 实践报告类

36 浙江工业大学 膜集成技术工业应用研究 裘洋波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 实践报告类

37 浙江工业大学 压力容器气密性试验智能成套装置及监检平台研制与应用 林俊辉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38 浙江工业大学 一种用于捕集燃煤电厂二氧化碳的高效低耗相变吸收剂 蒋辰开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应用设计类

39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货架商品目标检测 汪振杰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40 浙江工业大学 车辆外廓尺寸自动检测仪 王孖豪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 应用设计类

41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骑行台的通用型体感转向运动控制系统 张强 工程硕士 控制工程 应用设计类

42 浙江工业大学 当前民生领域舆情中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建议 袁义梅 新闻与传播硕士 新闻与传播 实践报告类

43 浙江工业大学 怀里矫姿器——留在关怀里 武兆栋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应用设计类

44 浙江理工大学 电脑绣花机珠绣绣花装置 袁治海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45 浙江理工大学 风尚·印象建国70周年服饰回顾展 石晨泽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应用设计类

46 浙江海洋大学 对虾工程化养殖池优化构建与零换水养殖技术 范鹏程 农业硕士 设施农业 应用设计类

47 浙江农林大学 基于无线传感定位的温室自动导航作业平台 蔡存成 农业硕士 农业机械化 应用设计类

48 浙江农林大学 激光灼刻技术在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上的应用 张柠 农业硕士 畜牧 应用设计类

49 浙江农林大学 绿色高效抗生素替代物的开发 王康莉 农业硕士 养殖 实践报告类

50 浙江农林大学 汽车轮毂轴承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王国辉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51 浙江农林大学 漆酶催化百里酚处理竹材的防霉性能及固着机理研究 王婕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 应用设计类

52 温州医科大学 中药提取物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罗祖程 临床医学硕士 临床医学；外科学 实践报告类

53 温州医科大学 一种化疗增效剂的研发、设计及商业前景 孙锐 药学硕士 药学 应用设计类

54 温州医科大学
DPP4抑制剂通过Nrf2信号通路改善急性重症胰腺炎肠道损伤的机制

研究
周香 临床医学博士 临床医学；外科学 实践报告类

55 温州医科大学 线粒体功能障碍在牙髓损伤中的机制研究 虞其豪 口腔医学硕士 口腔医学 实践报告类

56 浙江中医药大学 关于乐清市中小微餐饮业食品安全的调查报告 叶轲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 实践报告类



57 浙江中医药大学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次氯酸冲洗治疗——慢性创面的临床研究 何振华 护理硕士 护理 实践报告类

58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一种短型胃管 罗月 护理硕士 护理 应用设计类

59 浙江中医药大学 白络口腔溃疡愈合膏 杨京京 中医硕士 中医内科学 应用设计类

60 浙江中医药大学 脑出血患者静脉血栓栓塞机械预防的证据总结及循证护理实践 刘婷 护理硕士 护理 实践报告类

61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数学挑战性任务的问题链教学研究 龚含笑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实践报告类

62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俱乐部网络运营平台 龚磊杰 体育硕士 体育 应用设计类

63 浙江师范大学 管乐帮——校园管乐团实训平台的构建 邵楠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音乐） 应用设计类

64 浙江师范大学 捷克6-9年级学生主题式汉语兴趣课的实践报告 杨芳 教育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实践报告类

65 浙江师范大学 声乐组合类作品《赶秋》——文艺创作的实践进取 王珏琼；胡馨予 艺术硕士 音乐 文艺作品类

66 浙江师范大学 使命与担当——“新工业风格”油画《筑梦曲》系列创作 张旭 艺术硕士 美术（油画） 文艺作品类

67 浙江师范大学 金华山旅游经济区重点招商、建设项目宣传视频策划与制作项目 龚袒祥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68 杭州师范大学 新型氧化石墨烯火灾预警传感器 张朝辉 工程硕士 功能材料 应用设计类

69 杭州师范大学 大学生身体意象、社会体格焦虑与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 文宽 体育硕士 体育教学 实践报告类

70 杭州师范大学 2019年度赛事（演唱）获奖与艺术实践 罗东鹏 艺术硕士 声乐表演 文艺作品类

71 湖州师范学院 “酒”忆古镇体验改造设计 姚康康 艺术硕士 环境设计 文艺作品类

72 温州大学 皮秒激光阵列孔绒面制备及并行加工装备关键技术研发 贾天代 工程硕士 激光加工与检测调控技术 应用设计类

73 温州大学 电弧双丝增材制造铜铝合金 刘焜 工程硕士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应用设计类

74 浙江工商大学 数字经济统计测度方法与应用研究 王宁；祝欣茹；李倩倩；乐冠岚 应用统计硕士 应用统计 实践报告类

75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浙江中国小商品集团战略与人力资源体系及专业市场平台商户

的优化策略研究
胡美娜；施荣荣；王圆圆；闻海伟 应用心理硕士 应用心理 实践报告类

76 浙江工商大学 河蚬汤功能性纳米颗粒的开发应用 彭彰文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实践报告类

77 浙江工商大学 乳蛋白的快速检测及其致敏蛋白控制技术开发 林王磊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应用设计类

78 浙江工商大学 设计之都（中国·深圳）公益广告大赛金树奖 杨金玲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文艺作品类

79 中国美术学院 “隐者之诗”系列家具 尤昌鑫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应用设计类

80 中国美术学院 大围涂 单飞达 艺术硕士 美术 文艺作品类

81 中国美术学院 历代名画·论装背褾轴 宁勤波 艺术硕士 美术 实践报告类

82 中国美术学院 潮州陶瓷八宝茶茶器设计研究 吴跃栋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实践报告类

83 中国计量大学 储油罐腐蚀产物自燃倾向性评价 洪睿 工程硕士 安全工程 实践报告类

84 中国计量大学 用于分选有机活性粒子的随机阵列光产生相干涡旋的光路系统研究 刘敏洁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实践报告类

85 中国计量大学 声学图像定位技术及校准装置开发 张沫 工程硕士 仪器仪表工程 应用设计类

86 浙江万里学院 基于基因调控技术定向创制杜鹃花新品种 章辰飞 工程硕士 生物工程 实践报告类

87 浙江财经大学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对部分上市公司和

会计师事务所的实地调查
李盛 会计硕士 管理学 实践报告类

88 宁波大学 “千万间”青蟹智能化育肥系统的研发设计与推广 马湘成 农业硕士 渔业发展 应用设计类

89 宁波大学 原位XRD技术在多种电池体系中的应用研究 夏毛婷 工程硕士 材料工程 实践报告类

90 宁波大学 基于半正定规划的刚体定位方法研究 蒋坚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 应用设计类

91 宁波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电化学传感器的构筑及其在食品领域的应用 王治潘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应用设计类

92 宁波大学 海洋源拮抗酵母在草莓采后灰霉病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申红桃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应用设计类

93 宁波大学 微爱银龄——老年失智症预防的先行者 胡蓉蓉 教育硕士 心理健康教育 实践报告类

94 宁波大学 立足多维实践，推进产学融合 刘胜兰；邬佳迪；许棋；谢婉莹；石玉玉 翻译硕士 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实践报告类

95 宁波大学 动态规范对校园欺凌情景中初中生求助意愿的促进作用 王小婷 教育硕士 心理健康教育 实践报告类

96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变革惰性现状调查研究 张妍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实践报告类

97 浙江传媒学院 沂蒙老区抗“疫”战 张连伟 新闻与传播硕士 新闻与传播 文艺作品类

98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服务型治理”何以可能？——宁波大港工业园区的探索与实践 沈越扬；任鹏彪；沈思雯；翁显平；陈莹 公共管理硕士
行政管理与地方治理创新

方向
实践报告类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