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杭州师范⼤学“星光计划”⼤学⽣创新创业项⽬未答辩项⽬汇总表 

序号 指导学院 项⽬名称 项⽬类别 作品分类 团队成员 项⽬负责⼈ 项⽬指导⽼师 奖项 备注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供应链⾦融发展对农业上市企业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张志艺、项嘉怡 林德慧 傅昌銮 ⼀等奖 未答辩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的研究—以杭州为例 

⽂化创意产业智能迭代及园区更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余杰 ⻩楚璇 王明琳 ⼆等奖 未答辩 

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为例 

统优化研究—以杭州市云栖⼩镇
创业者视⻆下的众创空间⽣态系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楚璇、陈婷、刘延朝 余杰 许振晓 三等奖 未答辩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费的影响—以蚂蚁花呗为例 

互联⽹消费信贷产品对⼤学⽣消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丁越、⻩涵宇、陈若昀 蒲美琳 樊⽂静 三等奖 未答辩 

5 沈钧儒法学院 
——以杭州市为例 

初中⽣法治教育研学课程开发
创新项⽬ H、教育 徐惠华、苏彩云、梅天洁 谭诗琦 程林 ⼆等奖 未答辩 

6 沈钧儒法学院 
格权定性问题研究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中农户资
创新项⽬ G、法学 ⽆ 卢成涛 王占明 三等奖 未答辩 

7 公共管理学院 
毒事件为例 

社区功能研究——以新型冠状病
突发公共卫⽣事件应对中的城市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冯家琪、朱世乾 

程星玥、刘译尹、周湘悦、
张铭 郑蓉 ⼀等奖 未答辩 

8 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杭州城市社区的调查 

城市隐形贫困⼈⼝的实况研究-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孜、苏丽英 
朱畅、代余铖、赵倩、⻩克

⽅舒婷 张孝廷 ⼀等奖 未答辩 

9 公共管理学院 
为个案 

——以杭州市滨江区“陪伴”项⽬
“⻘年+⽼年”养⽼新模式探究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颜秋瑶 

周怡男、应婷妃、朱骏惠、
唐慧婷 沈费伟 三等奖 未答辩 

10 公共管理学院 
⽔平及其影响因素 

——浙江省内初中学⽣学业负担
减负政策下是否仍然负重⽽⾏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巧玲、刘宇豪 

李俊杰、叶凡婧、余婕、陈
张雅萍 李之易 三等奖 未答辩 

11 教育学院 
——以湖州市为例 

返乡⻘年创业现状及对策和思考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陈芳芳、胡陈烨 应熠纯 陈继旭 ⼀等奖 未答辩 

12 教育学院 
中的变迁 

百年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科书
创新项⽬ H、教育 吴钊逸、单颖、钱锋云 王茜尔 徐洁 ⼀等奖 未答辩 

13 教育学院 
流问题的关系研究 

随班就读学⽣异常社会⾏为与回
创新项⽬ H、教育 陈嘉⽴ 俞柯浩 王薇 ⼀等奖 未答辩 

14 教育学院 以学⽣为中⼼的⼤学“⾦课”研究 创新项⽬ H、教育 彭京京、季节 袁嬿婷 孙德芳 ⼀等奖 未答辩 

15 教育学院 
⼼理压⼒的关系 

中国⼥⼤学⽣⽣理周期变化同其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唐⼩雅、吴琰励、韩乐妍 朱欢 赵⽴ ⼀等奖 未答辩 

16 教育学院 
成关联性分析 

家庭教育中⼉童话语权与性格养
创新项⽬ H、教育 

宏宇 
朱丽汀、郑琪、钟博雅、林

郑希 陈继旭 ⼆等奖 未答辩 

17 教育学院 
班为例 

以杭州⻘少年活动中⼼少年领袖
⼩学⽣领导⼒培养模式研究——

创新项⽬ H、教育 
翔、龚⼩⻰、吴钊逸 

钟博雅、⽑春欣、王暄、王
胡东玥 付淑琼 ⼆等奖 未答辩 

18 教育学院 
分析 

——基于“男孩危机”现象的调查
中⼩学性别差异教育对策研究

创新项⽬ H、教育 吕佳颢 朱欢 张敏 ⼆等奖 未答辩 

19 教育学院 
博物馆的研究 

戏剧开发研究——基于浙江省A
⽀持⼉童博物馆历史学习的教育

创新项⽬ H、教育 沈佳媛、陈梓媛、朱宇洲 徐婉莹 钱旭鸯 ⼆等奖 未答辩 

20 教育学院 杭州诚雅社会实践服务中⼼ 创业项⽬ H、教育 
冯雅萍 

许慧逸、俞婷婷、胡东玥、
胡逸⻜ 蒋璐敏 ⼆等奖 未答辩 

21 教育学院 
族传统服饰⽂化的保护与传承 
与⼦同袍，畲族新⽣——浙江畲

创业项⽬ K、其他 许陈炜、贾航滨 吴浚 丁星 ⼆等奖 未答辩 

22 教育学院 
响的实验研究 

成就动机对⼉童学业欺骗⾏为影
创新项⽬ H、教育 朱欢、易佳琦、纪尚晓 唐⼩雅 赵⽴ ⼆等奖 未答辩 

23 教育学院 
作⽤ 

度之间的关系：积极重构的中介
疫情后期的感恩训练与⽣活满意

创新项⽬ H、教育 柯诗琦、杨易航 苏春桦 孙晓玲 ⼆等奖 未答辩 

24 教育学院 
应的影响 

实验中的任务范式对⾃我损耗效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江姗 崔绍宇 吴燕 ⼆等奖 未答辩 

25 教育学院 
学概念理解的有效性研究 

虚拟实验环境中学习反馈促进科
创新项⽬ H、教育 ⽆ 叶海云 徐光涛 ⼆等奖 未答辩 

26 教育学院 
学为例 

调查与研究 ——以杭州师范⼤
⼩学教育专业毕业⽣考研现状的

创新项⽬ H、教育 李嘉慧 孙绎津 严雅芬 ⼆等奖 未答辩 

27 教育学院 
制度的探讨及启示 

美国学前融合教育教师职前培养
创新项⽬ H、教育 王嘉悦、张璐怡 周珂滢 王薇 ⼆等奖 未答辩 

28 教育学院 
例 

展现状调查研究——以浙江省为
⼩学教育专业定向师范⽣专业发

创新项⽬ H、教育 张珈瑜 孙欣 严雅芬 ⼆等奖 未答辩 

29 教育学院 
⼤学⼩学教育定向师范⽣为例 
响因素探究 ———以杭州师范
定向师范⽣学习动⼒情况及其影

创新项⽬ H、教育 
王沁怡 

夏佳倩、梁海漫、叶仕鹏、
史腾渊 曾⽂婧 三等奖 未答辩 

30 教育学院 乡村教师直通⻋ 2.0 创新项⽬ H、教育 
宣兰、夏娟 

陈洁茹、尤妮、于锦波、楼
徐婉莹、王敏迪、谭梦婷、

施梦倩 徐光涛 三等奖 未答辩 

31 教育学院 
⾳乐教育理念追溯与借鉴研究 
以史为鉴 创新美育——顾⻄林

创新项⽬ H、教育 刘彦含 余莱维 丁星 三等奖 未答辩 

32 教育学院 
案例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应⽤于安全教育的
创新项⽬ H、教育 

希 
楼宣兰、任晨扬、夏娟、王

杨⽂韬 徐光涛 三等奖 未答辩 

33 教育学院 
会⽀持的中介作⽤ 

我效能感与⼯作满意度关系：社
幼⼉教师实施学前融合教育的⾃

创新项⽬ H、教育 ⽆ 叶鸣 王薇 三等奖 未答辩 

34 教育学院 
童主动性语⾔的⼲预研究 

奥尔夫⾳乐对⾃闭症谱系障碍⼉
创新项⽬ H、教育 

⼦萱 
秦嘉璐、蔡悦、解⽂洁、叶
陶蕾敏、冯梦晨、罗千禧、

骆慈 王薇 三等奖 未答辩 

35 教育学院 
能⼒调查与⼲预》 

《男性⻘少年在押⼈员⼼理社会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婕、⻉柏基 
沈宇星、陈枞、戴佳奇、周

许乐雯 傅亚强 三等奖 未答辩 

36 教育学院 
英语词汇习得的⼲预研究 

多媒体共享故事对智⼒障碍⼉童
创新项⽬ H、教育 章瑾瑜、全佳乐 郑哲尹 王薇 三等奖 未答辩 

37 教育学院 
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
创新项⽬ H、教育 蔡婧、楼幸琳 ⻢怡佳 徐洁 三等奖 未答辩 

38 教育学院 
往积极因素关联探析 

幼⼉园绘本剧活动与幼⼉⼈际交
创新项⽬ H、教育 

叶 
杨晶、骆慈、赖芯静、姜⼩

徐雯丽 丁星 三等奖 未答辩 

39 教育学院 
交互设计研究 

基于Web3D技术的中学科学实验
创新项⽬ H、教育 

许晓奕 
于锦波、⾼旭东、赵⽂瑆、

卢俊杰 徐光涛 三等奖 未答辩 

40 教育学院 
的短期⼲涉效果差异性⽐较 

⼤学⽣团辅对不同病症⼉童造成
创新项⽬ H、教育 

林欣 
⽩冰⽂、⽅孜宇、陈梓欣、

胡逸⻜ 程素萍 三等奖 未答辩 

41 教育学院 
对策研究——以杭州城区为例 
⼩学⽣作业类APP的应⽤问题及

创新项⽬ H、教育 董徐婧 陈钰婷 袁德润 三等奖 未答辩 

42 教育学院 
研究 

⼩学数学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渗透
创新项⽬ H、教育 肖晴晴、姚滢滢 蔡梦琪 周厚余 三等奖 未答辩 

43 教育学院 
题与对策研究 

杭州市⼩学健康教育的现状、问
创新项⽬ H、教育 

程程 
吴奕楠、吴好、吴钊逸、吴

徐⾠昱 付淑琼 三等奖 未答辩 

44 教育学院 
——在情绪智⼒的中介作⽤下 
⽣命态度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关系

创新项⽬ H、教育 
⼩雅 

纪尚晓、康思琦、陈晨、唐
王⾬鑫 韩岱 三等奖 未答辩 

45 教育学院 
杭州市不同区四所⼩学为例 

⼩学性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以
创新项⽬ H、教育 顾嘉楠 史家霓 徐彩娣 三等奖 未答辩 

46 体育与健康学院 
⽹络教学状况调查研究 

疫情期间⾼校体育专业术科课程
创新项⽬ H、教育 张⻰华、⽯雪珂、张治豪 谢明良 张磊 ⼀等奖 未答辩 

47 体育与健康学院 
评定及其⻛险应对策略研究 

⽼年⼥性⼴场舞⼈群的体质健康
创新项⽬ H、教育 

麒麒、周家鑫、王思晗 
陈⽵鹰、王壮起、杨洋、⽑

袁海涛 徐⽟明 ⼀等奖 未答辩 

48 体育与健康学院 
学策略选择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运动兴趣的⼤学体育教师教
创新项⽬ H、教育 

林清卉 
林可欣、陈玮丽、占童洁、

沈翔⻜ 张磊 ⼆等奖 未答辩 

49 体育与健康学院 
调查与分析 

突发性事件下⼤学⽣腕部健康的
创新项⽬ D、⽣命科学 袁海涛、邱怡婷、魏伊婷 陈⽵鹰 徐⻜ ⼆等奖 未答辩 

50 体育与健康学院 浙江省冰雪项⽬进校园路径研究 创新项⽬ H、教育 沈翔⻜ 谢慧敏 王平 ⼆等奖 未答辩 

51 体育与健康学院 
理 

⼼肺耐⼒的运动促进与智能化管
创新项⽬ D、⽣命科学 雷振辉、应昊、林可欣 陈玮丽 王平 ⼆等奖 未答辩 

52 体育与健康学院 
效能的影响研究 

AO+MI联合⼲预对⾼尔夫推杆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祺康 
张⾬琦、谢明良、⻢腾、陈

卫艳楠 李旭鸿 ⼆等奖 未答辩 

53 体育与健康学院 
⽬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 

浙江景宁中⼩学畲族传统体育项
创新项⽬ H、教育 ⽆ 卓悦 张磊 三等奖 未答辩 

54 体育与健康学院 
——以在杭⾼校为例 

⾼校武术⽂化社团发展现状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林欣、孔婕、吴润帆 武⾬萱 徐⾦华 三等奖 未答辩 

55 体育与健康学院 运动服装的私⼈定制 创业项⽬ J、发明制作 
陈艳彬 

占童洁、寿琳桦、胡思依、
⽯漠曾 刘瑾 三等奖 未答辩 

56 体育与健康学院 
赛事保障研究 

⻢拉松赛事选⼿猝死现场急救与
创新项⽬ D、⽣命科学 

徐云鹏、 
何执渝、李锦奇、王平格、

郑雯倩 ⽂静 三等奖 未答辩 

57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与启示 ——以佩奇⼤学为例 
匈⽛利⼤学⽣课外体育锻炼状况

创新项⽬ D、⽣命科学 薛雅丹、余泽鑫 ⾦妮妮 张磊 三等奖 未答辩 

58 ⼈⽂学院 
——基于“武侠世界”的调查研究 
⽹络⽂学出海情况及发展战略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溦、叶清漪 

张晴瑶、姜琪、海宙、王玮
章可欣 单晓溪 ⼀等奖 未答辩 

59 ⼈⽂学院 
以在杭中亚留学⽣语法偏误为例 
学习的困难及对策调查研究——
“⼀带⼀路”沿线国家留学⽣汉语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薇、叶龄颖 

徐嘉蔚、杨莹、周瑶、曾蔷
邓⽉婷、刘千瑜、刘秋芸、

何昕怡 许剑宇 ⼀等奖 未答辩 

60 ⼈⽂学院 
改造调研——以杭州为例 

中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的城中村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茗茗 
姚昕钰、李扬、王宇雁、陈

⾦衍洲 单晓溪 ⼀等奖 未答辩 

61 ⼈⽂学院 

为例 
区乔司街道的社区应对新冠病毒
对与效果分析——以杭州市余杭
突发性公共卫⽣事件中社区的应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梅、沈⻉柠 

淏楠、章湄悠、于炜、江朝
蒋婷、曹益铭、徐馨怡、钟

潘丽霞 刘俊峰 ⼆等奖 未答辩 

62 ⼈⽂学院 
市下城区“武林⼤妈”个案的考察 
探索与优化路径——基于对杭州
基层社会治理“杭州模式”的实践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欣然、潘丽烨 

孙晴、陈于凡、李暄妍、褚
施天旗 陈晓玲 ⼆等奖 未答辩 

63 ⼈⽂学院 
⼤善⼩坞村“瓷”“善”⽂化为例 
⽂化传承助⼒乡村振兴：以上虞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顾开灵洁 

姚昕钰、钱伟暖、俞江娅、
谭雯莉 刘俊峰 ⼆等奖 未答辩 

64 ⼈⽂学院 
治理深化研究 

社会” 三种 社会类型下垃圾分类
熟⼈社会”“半熟⼈社会”“陌⽣⼈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天舒 

⾦哲、徐樱姿、应陈超、徐
殷兴潮、姚苏芸、林海颖、

⽅常仙 
夏卫东 
徐杨 
丁贤勇 

三等奖 未答辩 

65 ⼈⽂学院 
基于浙江打醮习俗调查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再⽣？——
⾮遗抢救后的乡居宗教习俗如何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许嘉璐、丁洁、郭琬璐 徐怡情 刘正平 三等奖 未答辩 

66 ⼈⽂学院 
绍兴市崧厦镇为例 

政策在农村的实践与反思——以
“医”⼼为⺠”：“医疗资源下沉”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霞、徐馨怡 

超群、蒋婷、曹益铭、潘丽
章湄悠、于炜、江朝梅、李

钟淏楠 徐杨 三等奖 未答辩 

67 外国语学院 
虑情绪研究 

中国⼤学⽣国际交流学习前的焦
创新项⽬ K、其他 ⽆ 王佳莹 乔宇博 三等奖 未答辩 

68 理学院 
⽒模量的实验装置 

⼀种利⽤双激光束测量⾦属丝杨
创新项⽬ J、发明制作 姜⼀鑫、张晗、王美洁 胡依静 杨旭昕 ⼀等奖 未答辩 

69 理学院 
格局变化研究 

基于遥感的近六⼗年来杭州湿地
创新项⽬ C、数理 

管红霞、胡书琦 
孙静怡、郑瑶瑶、傅显浩、

陈喜芬 吴⽂渊 ⼀等奖 未答辩 

70 理学院 图⼩央⻘年社交定制旅⾏平台 创业项⽬ F、经济、管理 董⾬萱 余家辉 李炳伟 ⼀等奖 未答辩 

71 理学院 
Spring-mass systems 

基于MATLAB影像分析研究 创新项⽬ C、数理 余家辉、叶晓阳、郑晓秋 董⾬萱 李炳伟 ⼆等奖 未答辩 

72 理学院 
为例 

河道⽔质遥感监测——以萧⼭区
基于GF-2影像和BP神经⽹络的

创新项⽬ C、数理 
佳希 

郭雯爽、艾沁、王聪珊、吴
郑瑶瑶  

陈东亮 
周斌 

⼆等奖 未答辩 

73 理学院 
与驱动机制分析 

精细视⻆下的杭州⻄溪湿地演变
创新项⽬ C、数理 

可欣 
管昱、许瑞⽂、叶瑞峰、杨

娄艺涵 胡潭⾼ ⼆等奖 未答辩 

74 理学院 
湿地⽔质反演研究 

基于⽆⼈机⾼光谱遥感的⼤江东
创新项⽬ C、数理 

沈楚慧 
刘  愉、邓叶⻘、夏诺、 

 
王佳乐 张登荣 三等奖 未答辩 

75 理学院 
班的现状及家⻓满意度调查 

杭州市学龄前⼉童参加辅导培训
那些正在起跑线上的孩⼦们——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丁慧聪 

吴淑君、徐钰霞、⽥济玮、
丁玮琦 ⻩初 三等奖 未答辩 

76 理学院 
市群扩展及其⽣态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多源遥感技术的环杭州湾城

创新项⽬ E、能源化⼯ ⽆ 林燕 宋瑜 三等奖 未答辩 

77 理学院 
态环境定量化指标参数研究 
基于海洋卫星HY-1C的海岸带⽣

创新项⽬ C、数理 
夏诺 

傅倩楠、邵宇杰、王佳乐、
刘愉 张登荣 三等奖 未答辩 

78 理学院 
及实施策略研究 

模块的⾼中地理实践⼒培养现状
基于湘教版地理《必修I》活动

创新项⽬ H、教育 
瑞⽂ 

雪柯、孙静怡、吴艳⻜、许
林燕、朱闽⼉、娄艺涵、⻢

凌霞 宋瑜 三等奖 未答辩 

79 理学院 
维快速建模 

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园区三
创新项⽬ C、数理 

家丰、林烨楠 
张斌、吕卓然、王⼠建、潘

陈朝晖 荆⻓伟 三等奖 未答辩 

80 理学院 
——以叶绿素和⻩⾊物质为例 
基于⾼光谱的太湖富营养化研究 

创新项⽬ C、数理 严静、祝慧琼、张欣园 潘浩博     雷惠    三等奖 未答辩 

81 材料与化⼯学院 
与不对称催化研究 

基于BINOL衍⽣物的⼿性⾃组装
创新项⽬ E、能源化⼯ 洪涛、陈⾦琰、沈佳雯 潘诗婕 李世军 ⼀等奖 未答辩 

82 材料与化⼯学院 
建及其在智能变⾊窗户的应⽤ 
等离⼦体激元超晶格单层膜的构

创新项⽬ E、能源化⼯ 庞佳莹 俞逸琳 ⻩⼜举 ⼆等奖 未答辩 

83 材料与化⼯学院 
究 

受体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
基于⾮稠环核的有机光伏⼩分⼦

创新项⽬ E、能源化⼯ 葛其琴、赵钰 徐欣 
 
张倩 三等奖 未答辩 

84 材料与化⼯学院 
氢转移反应中的催化应⽤ 

介孔复合⾦属氧化物的制备及在
创新项⽬ E、能源化⼯ 胡博凯、林⾠燕、张凯丽 郑慧琳 徐伟明 三等奖 未答辩 

85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分析及镉胁迫下表达研究 
⼤⻨HMA基因家族的⽣物信息

创新项⽬ D、⽣命科学 杨千惠 张驰然 薛⼤伟 ⼀等奖 未答辩 

86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多样性形成机制解析 

杭⽩菊种质资源分⼦鉴定及遗传
创新项⽬ D、⽣命科学  ⽆ 蔡⽟琛 王慧中 ⼀等奖 未答辩 

87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表征变化研究 

物蚯蚓堆肥+B5:B8处理及堆制物
基于⼟壤Pb迁移阻控的⽜粪-矿

创业项⽬ D、⽣命科学 张炜⽂、缪丽娟 王峰 朱维琴 ⼀等奖 未答辩 

88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餐厨垃圾蚯蚓堆肥条件优化研究 创业项⽬ E、能源化⼯ 
李珍珍 

苏诗博、⻩玲灵、⽅禹匀、
缪丽娟 朱维琴 ⼀等奖 未答辩 

89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索 

基于Astro-CM的OPC制备技术探
创业项⽬ D、⽣命科学 许雯铱 杨莹 杨俊林 ⼆等奖 未答辩 

90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响应及光合适应机制差异 

⻘杨雌雄在盐与⼲旱胁迫环境下
创新项⽬ D、⽣命科学 王⽟婷 刘秀成 李春阳 ⼆等奖 未答辩 

91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响应的调控机制研究 

转录因⼦GmWRKY4对⼤⾖耐盐
创新项⽬ D、⽣命科学 

戴海翔 
⻢雯钰、孙鑫阳、夏培轩、

⾼晓蓉 ⽪⼆旭 ⼆等奖 未答辩 

92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苇凋落物分解过程的机理研究 
⻝细菌线⾍调控细菌群落影响芦

创新项⽬ D、⽣命科学 
海翔 

张君、姜美芳、张嘉明、戴
赵静超 陈慧丽 ⼆等奖 未答辩 

93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能 

⾍海藻糖代谢和繁殖中的潜在功
探究PK和PDHA1基因在异⾊瓢

创新项⽬ D、⽣命科学 
陆⻥汀、倪晓丽 

潘碧莹、刘永康、陈贤淑、
王莎莎 唐斌 ⼆等奖 未答辩 

94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Cd的吸附特性及差异 

蚓粪-n-CaO复合阻控剂对Pb、
创新项⽬ E、能源化⼯ 

张承业 
赵桐鹤、张炜⽂、应⾬璀、

张明⽉ 朱维琴 ⼆等奖 未答辩 

95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性⽣成中的作⽤研究 

漆酶基因在⽩纹伊蚊溴氰菊酯抗
创新项⽬ D、⽣命科学 何楚寒、万超、俞凌志 李欣慧 王世贵 三等奖 未答辩 

96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的制备及其抑藻性能的研究 

EP-Pd/TiO2漂浮型可⻅光催化剂
创新项⽬ D、⽣命科学 朱律寒、吕昕煜 卢诗焕 张杭君 三等奖 未答辩 

97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新型专职抗原递呈细胞 

基因编辑修饰的iPSC-pMC构建
创新项⽬ D、⽣命科学 庄秉琪 向海樱 ⻩华荣 三等奖 未答辩 

98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及抗逆基因表达研究 

纳⽶氧化铜胁迫下⽔稻幼苗⽣理
创新项⽬ D、⽣命科学 

奕澄、⾦露露 
孙蓉、平⾬琛、郝兴亚、陈

董梦圆 薛⼤伟 三等奖 未答辩 

99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关联分析 

不同品种菊花药效和活性成分的
创新项⽬ D、⽣命科学 

陆红叶、⻢骏伊、韩彤彤 
阳沙沙、于沛岑、俞中原、

徐昕耘 王慧中 三等奖 未答辩 

100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苗⽣⻓发育影响研究 

微量元素对重要中药材⽩及组培
创新项⽬ D、⽣命科学 蔡嘉慧 李杰 孟⼀君 三等奖 未答辩 

101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六六的影响 

堆肥过程对河道底泥中DDT和六
创新项⽬ E、能源化⼯ 李毅、单敏敏、郭程锦 李相杭 和苗苗 三等奖 未答辩 

102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研究 

控次⽣代谢产物合成的作⽤机制
⻓春花CrTCP16响应逆境胁迫调

创新项⽬ D、⽣命科学 ⽥江凤、顾夏君 楼盼盼 郝娟 三等奖 未答辩 

103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辅助诊断 

基于病理学图像的乳腺肿瘤智能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 胡楚涵 孙晓燕 ⼀等奖 未答辩 

104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究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三维重构研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袁珑、李美玲 何鑫睿 李秀梅 ⼆等奖 未答辩 

105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研究 

基于深度学习的主观题⾃动阅卷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袁珑、何鑫睿 李美玲 李秀梅 三等奖 未答辩 

106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联⽹信息安全分发平台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晨昊 

潘瑶瑶、陈威、杨承翰、余
李东林 刘雪娇 三等奖 未答辩 

107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理系统 

基于AV1的卷积神经⽹络图像处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相拓 
章朝锦、曹健、褚灵强、胡

施琪 丁丹丹 三等奖 未答辩 

108 信息科学与⼯程学院 
问控制研究 

基于控制流完整性的系统调⽤访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 丰⼦涵 刘雪娇 三等奖 未答辩 

109 医学部 
的需求及满意度调查 

昆明市居⺠对健康城市环境建设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何梦佳 
王世⻓、李晨辉、竺舒维、

王⼄ 许亮⽂ ⼀等奖 未答辩 

110 医学部 
及其初步应⽤ 

⼩⿏结直肠炎癌转化模型的建⽴
创新项⽬ D、⽣命科学 

炫燃、楼鹏程 
张潇潇、张瑜、徐⼼怡、陈

梁林达 刘⽔平 ⼀等奖 未答辩 

111 医学部 
响及健康促进研究 

不同负重状态对⼥⼤学⽣步态影
创新项⽬ D、⽣命科学 

刘泽⺠、朱宏基 
赵海燕、王烨琳、樊璐琦、

陈颖 刘淑聪 ⼀等奖 未答辩 

112 医学部 
务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内设医疗机构型养⽼机构医疗服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陈⽂琴、孟佳瑜、刘嘉琳 
⽅纪元、张浩成、王杉杉、

沈阳 郭清 ⼀等奖 未答辩 

113 医学部 
物的合成及⽣物活性评价 

â-榄⾹烯13-，14-位不对称衍⽣
创新项⽬ D、⽣命科学 陈⽟、⾼园 罗欣⾬ 叶向阳 ⼆等奖 未答辩 

114 医学部 
计、 

2,4-⼆氯苯氧⼄酸代谢酶的设
创新项⽬ J、发明制作 陈晓玲、欧阳鹏⻜、邓荇予 孔熠超 陈侠斌 ⼆等奖 未答辩 

115 医学部 
康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昆明中⼩学教职⼯对学⽣身⼼健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颖、王杉杉 
王世⻓、王⼄、吴爽、周

李晨辉 许亮⽂ ⼆等奖 未答辩 

116 医学部 
究 -以杭州为例 

疗卫⽣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
⼤学⽣对校医院/医务室基本医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冯颖超 

朱丽娜、张杭倩、张雯雯、
吴柯润 张萌 ⼆等奖 未答辩 

117 医学部 
酸的发酵优化 

丙⼆酰辅酶A途径合成3-羟基丙
创新项⽬ D、⽣命科学 

⽂倩 
利艳、赵⽂⽟、李⽂娟、赵
张鑫、闵真真、王肖娜、王

丁钟灵 徐晓玲 ⼆等奖 未答辩 

118 医学部 
师范⼤学为例 

识知晓情况调查分析——以杭州
⼤学⽣《健康中国⾏动》核⼼知

创新项⽬ D、⽣命科学 
奕楠、张静敏、张凯伦 
王静娴、求越、朱冰蟾、王

樊劼 
褚晶晶 
刘婷婕 

⼆等奖 未答辩 

119 医学部 
其满意度的研究 

为中⼼服务的体验、健康⾃评及
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病⼈以患者

创新项⽬ D、⽣命科学 胡婉慈、陈星宇、罗奕 童⼼卢 ⻩仙红 ⼆等奖 未答辩 

120 医学部 
危险⾏为相关性研究 

⻘少年个⼈健康责任意识和健康
创新项⽬ D、⽣命科学 江杜苗、关少阳、张佳敏 冉娜 李宇阳 ⼆等奖 未答辩 

121 医学部 
及其与肿瘤发⽣发展的关系 

榄⾹烯对肠道微⽣物种群的影响
创新项⽬ D、⽣命科学 

⼼怡 
梁林达、张瑜、张潇潇、徐
卓侣佳、楼鹏程、姚徐馨、

陈炫燃 刘⽔平 ⼆等奖 未答辩 

122 医学部 
腰背疼痛与不良姿势关系的研究 
（成⼈版）》汉化及⼤学⽣颈肩
《背部疼痛及身体姿势评估问卷

创新项⽬ D、⽣命科学 ⻩亦乐、姜颖、薛⼦豪 祝泽星 童莺歌 ⼆等奖 未答辩 

123 医学部 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项⽬ D、⽣命科学 
程潇、陈泽 

赵彬⾬、顾⼦涵、林潇涵、
章胡玥、余婷婷、王佳佳、

丁然 曹梅娟 ⼆等奖 未答辩 

124 医学部 
区分意识状态中的应⽤ 

多感官情绪刺激引起HRV变化在
创新项⽬ D、⽣命科学 

茜、陆⼼茹、俞思琦 
轲逸、姚钰芸、谢项宇、蓝
王达、桂⽂娟、⾼凯露、傅

袁瑄宸 
胡楠荼 
狄海波 

⼆等奖 未答辩 

125 医学部 “新银发”养⽼服务综合体计划 创业项⽬ D、⽣命科学 
坚岚、王杨康 

乌佳瑜、汪然、李钰泽、⽟
洪晓宇 赵发林 ⼆等奖 未答辩 

126 医学部 
态度及使⽤情况调查 

浙江省在校⼤学⽣电⼦烟认知、
创新项⽬ D、⽣命科学 

叶茗、胡⾬楠 
滕伟东、徐燕玲、沈倩⽵、

⾦胡懿 赵发林 ⼆等奖 未答辩 

127 医学部 
龋⻮防治的影响调查 

互动式⼝腔保健宣教对学龄⼉童
创新项⽬ D、⽣命科学 

张瑞⾔ 
刘函哲、刘玛丽、林潇涵、

刘韫韬 张琼 三等奖 未答辩 

128 医学部 
共卫⽣事件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后疫情时代”县域医共体突发公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敏玚、胡⾬楠、贾杰 
陈星宇、胡婉慈、施越、陈

徐⽟琳 张皓 三等奖 未答辩 

129 医学部 
与⽣命质量的关联研究 

城市⽼年⼈知觉污名、⽼化态度
创新项⽬ D、⽣命科学 连婷慧、余懿琦 严梦瑶 孙涛 三等奖 未答辩 

130 医学部 
柱反跳值的⽐较 

⾎压测量时柯⽒⾳听测值与⽔银
创新项⽬ D、⽣命科学 

鸿 
章胡玥、陈磊、丁然、俞世

陆耀光 陶⽉仙 三等奖 未答辩 

131 医学部 
认知和意愿调查 

杭州市社区⽼年⼈对⽣前预嘱的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陆裕铤、罗婧譞、⻢语卓 
郭⽂静、林世海、刘星然、

⾕柏毅 缪群芳 三等奖 未答辩 

132 医学部 
盲研究 

颅直流电刺激促醒作⽤的随机双
关于⼉童⻘少年意识障碍患者经

创新项⽬ D、⽣命科学 梁林达 林舒妮 ⻩王珊、狄海波 三等奖 未答辩 

133 医学部 
⼒发展需求的评估 

杭州市社区卫⽣服务管理⼈员能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刘樱⼦、董佳琪、刘湘 陈敏玚 ⻩仙红 三等奖 未答辩 

134 医学部 
核苷酸代谢的影响 

 蛋氨酸对细胞烟酰胺腺嘌呤⼆
创新项⽬ D、⽣命科学 雷妍、邹⽂静 王颖 连福治 三等奖 未答辩 

135 医学部 
任探析 

个⼈公共健康法律责任和伦理责
创新项⽬ G、法学 颜聪聪 陈甜甜 李宇阳 三等奖 未答辩 

136 医学部 
劳动来源及策略研究 

杭州市三级甲等医院助产⼠情绪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孙丽、李旭媛 吴平 张晶 三等奖 未答辩 

137 医学部 
化治疗策略探索 

基于分⼦靶标KIF2C的肝癌个体
创新项⽬ J、发明制作 孙孟情、王梦兰、杨范 李丽娜 谢恬 三等奖 未答辩 

138 医学部 
肝癌早期诊断探究 

基于CD160肿瘤特异剪接形式的
创新项⽬ J、发明制作 王梦兰、孙孟情、李丽娜 杨范 谢恬、陈健翔、常存杰 三等奖 未答辩 

139 阿⾥巴巴商学院 
指标研究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结构扁平化的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学进、胡淡淡 王红利 韩筱璞 ⼀等奖 未答辩 

140 阿⾥巴巴商学院 
为例 

效的调查研究——以永嘉县上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绩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项炜洋、彭家奇 张陈⾠ 范志刚 ⼆等奖 未答辩 

141 阿⾥巴巴商学院 
现状的调查研究 

关于我省跨境电商出⼝企业品牌
创新项⽬ F、经济、管理 王家慧、梁⽥⽥ 卢颖 王淑翠 ⼆等奖 未答辩 

142 阿⾥巴巴商学院 ⾯向⼩幼的虚拟沉浸式教育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罗天任、蔡宁、杨洋 ⻩志祥 潘志庚 ⼆等奖 未答辩 

143 阿⾥巴巴商学院 
法 

基于分⼦结构的⽣物活性预测⽅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丰仕琦、陈伟伦 谭露露 ⻩剑平 三等奖 未答辩 

144 阿⾥巴巴商学院 ⼩⻜象校园微公益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潘向林、陈昱⾈、戴江峰 孙奇鸣 潘奇 三等奖 未答辩 

145 阿⾥巴巴商学院 
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基于国家⾃然科学基⾦⼤数据的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姚旭 乔林辉 张⼦柯 三等奖 未答辩 

146 阿⾥巴巴商学院 
传播研究 

基于SIR模型的群传播偏好信息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李⼦扬 
⻢佳秀、刘霜霜、王祁⽉、

汪意   刘润然 三等奖 未答辩 

147 阿⾥巴巴商学院 
作⽤预测系统 

基于卷积神经⽹络的蛋⽩质相互
创新项⽬ B、信息技术 吴银豪、丰仕琦 李达   ⻩剑平 三等奖 未答辩 

148 ⾳乐学院 
课程为例 

——以杭州市校外少⼉创意舞蹈
素质教育舞蹈课程的创新与推⼴

创业项⽬ H、教育 卞迁、吴双 唐澜 
耿明峰 
杨欣欣 

⼀等奖 未答辩 

149 ⾳乐学院 舞蹈治疗⼯作室 创业项⽬ H、教育 陈念⾬、⻩⻉临 张志萍 耿明峰 ⼆等奖 未答辩 

150 美术学院 
的应⽤ 

PBL+ART在中⼩学研学活动中
创新项⽬ H、教育 

王昕怡、李曼 
骆倩妤、俞想通、沈晶晶、

征希 钱江妍 ⼀等奖 未答辩 

151 美术学院 
乡村⼩学空中美育课堂建设 
七彩美育 童⼼引⼒——中⻄部

创业项⽬ H、教育 
钱可、董若⾠ 

⻩单⼀、何歆楠、徐秀楠、
揭佳洛 杜真江 ⼆等奖 未答辩 

152 美术学院 
再设计 

淳安“⼋都麻绣”⾮遗保护研究与
创业项⽬ K、其他 ⽆ 郑思思 孙尔 三等奖 未答辩 

153 ⽂化创意学院 
例 

路径研究——以杭州⽂创产业为
数字化背景下⼤学⽣创新创业的

创新项⽬ K、其他 余贵平、梅苗苗 洪梓琳 周微微 ⼀等奖 未答辩 

154 ⽂化创意学院 
建构和传播 

新媒体视⻆下良渚⽂化的视觉化
创业项⽬ K、其他 程⽻燕、李永晴、应陈超 陈师师 谢艳虹 ⼀等奖 未答辩 

155 ⽂化创意学院 
的研究——以短视频产业为例 
5G时代背景下⼤学⽣创新创业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洪梓琳、朱颖 余贵平 周微微 ⼆等奖 未答辩 

156 ⽂化创意学院 恰同学少年 创业项⽬ K、其他 
丹妮、钱⼦怡、董哲柯 
杨顺艳、⻢⼩⻰、刘嫣、侯
⾦夏辉、王⾬晴、张瑄芝、

史欣媛 王斐敏 ⼆等奖 未答辩 

157 ⽂化创意学院 “年轻态”⼿机教程APP 创业项⽬ B、信息技术 单泽宇、钱⾬、陈依、王婧 潘璐璐 程振翼 ⼆等奖 未答辩 

158 ⽂化创意学院 舒⼼——⼤学⽣掌上⼼理医疗 创业项⽬ K、其他 张亚妮、张国强、胡梦婷 周韵迪 王斐敏 ⼆等奖 未答辩 

159 ⽂化创意学院 
付费⾃习室 

嗨学空间：基于多功能的场景化
创业项⽬ H 教育 周津宇、叶佳新、俞杭伶 周⾬诗 耿明峰 三等奖 未答辩 

160 ⽂化创意学院 “盒你意” 创业项⽬ B、信息技术 ⻩翠盈、李彬⻜ 丁慧敏 耿明峰 三等奖 未答辩 

161 ⽂化创意学院 
以职业题材纪录⽚为例 

国产纪录⽚的社会效益研究——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凡、朱颖、万⾥炯 
姜屹枫、⾼艺丹、诸葛超

王琼珂 张富坚 三等奖 未答辩 

162 ⽂化创意学院 
创作 

——基于校史校情短剧的改编与
⼤学⽣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探索

创新项⽬ K、其他 蔡炜妮、吕湘宇、胡妤如 吕孟佳 王斐敏 三等奖 未答辩 

163 ⽂化创意学院 
产品研究与研发 

“Pure Gift”⼉童时间认知玩教具
创新项⽬ H、教育 洪漫霖 王乐妍 邓佳 三等奖 未答辩 

164 ⽂化创意学院 
对⽐分析 

研究——基于与“北上⼴深”四城
杭州游戏产业⼈才政策优化路径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周⽂杰、沈鑫、林铮 周久楣 程振翼 三等奖 未答辩 

165 ⽂化创意学院 
建构研究--以浙江良渚为例 

符号学视域下⽂化遗产旅游意象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 骆梦柯 郭持华 三等奖 未答辩 

166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传承探究 

在浙⻄南的故事、遗迹及其精神
红星闪闪：中国⼯农红军挺进师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吉、王添翃 

吴同述、游越、曾蔷薇、丁
陈彦翰 丁贤勇 ⼀等奖 未答辩 

167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ToUP，您的专属⾏李帮帮团 

 “来⼀场说⾛就⾛的旅⾏”——
创业项⽬ K、其他 

张⼼怡、⾦义晨 
李世⻬、⽯晓雯、张志达、

吴思玥 李仁杰 ⼀等奖 未答辩 

168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其精神传承探究 

⽇先遣队在浙江的故事、遗迹及
红星闪闪:中国⼯农红军北上抗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廖江尹、陈彦翰 

洪⼦⻰、范馨尹、刘煜楠、
丁吉 丁贤勇 ⼆等奖 未答辩 

169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承探寻 

军在浙南的故事、遗迹与精神传
红星闪闪:中国⼯农红军第⼗三

创新项⽬ I、哲学、社会 
雅洁 

林思⾔、叶沁莹、戴⾔、谢
杨俊哲 丁贤勇 ⼆等奖 未答辩 

170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以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为例 

直播教学满意度调查与分析——
2019-nCoV背景下⼤学⽣对⽹络

创新项⽬ H、教育 吕林伟、赵鹏 李志远 
丁贤勇 
郑⽣勇 

⼆等奖 未答辩 

171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创产品设计 

⼆⼗四节⽓代⾔⼈——⼆⼗四节
创业项⽬ K、其他 

薇、沈欣怡 
皓、潘妤沁、徐敬豪、宁⾬
⾦潇、吴冬晴、何璐、浚

沈凌君 陈帆帆 三等奖 未答辩 

172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 Grapp （Grammar app） 

索 
⾼校移动端语法学习软件的新探

创业项⽬ H、教育 庄⼦悦、朱巧维 徐敬豪 潘黎萍 三等奖 未答辩 

173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为反馈研究 

在线⼀对⼀可视化辅导的交互⾏
创新项⽬ H、教育 

思 
张天、施念、⽅闻兰、冯睿
陈⼦涵、徐敬豪、⻩佳凝、

任希畅 陆吉健 三等奖 未答辩 

174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 
化分析研究 

⼈⼯智能辅助课堂教学视频可视
创新项⽬ H、教育 

潘⼦怡 
钱⾬杨、张宇琳、张欣瑶、

施念 陆吉健 三等奖 未答辩 

175 钱江学院 
共卫⽣事件中的应⽤研究 

⾮接触式⽣命体征监测在突发公
创新项⽬ D、⽣命科学 

张璐、许婷、王思⽂ 
徐欣怡、周园园、季奕君、

何苗苗 曹世华 ⼆等奖 未答辩 

176 钱江学院 “互联⽹+睡眠障碍”慢病管理 创新项⽬ D、⽣命科学 
⻩晨阳、张誉潇 

严杭欣、韩麒洪、吴佳丽、
张维静 曹世华 三等奖 未答辩 

177 钱江学院 
研究 

⽼年痴呆患者的感觉刺激有效性
创新项⽬ D、⽣命科学 

许佳珺 
张碧倩、杨⽂澜、许淼依、

叶昕煜 程丽娟 三等奖 未答辩 

178 钱江学院 
垃圾分类执⾏现状的调查研究 

“智”造绿⾊春天——基于杭州市
创新项⽬ E、能源化⼯ 俞⼜嫩、周宣颐、杨柠溢 谢⽂秀 ⽥⾬ 三等奖 未答辩 

179 钱江学院 
分析 

虾夷砂海星胶原蛋⽩提取及特性
创新项⽬ D、⽣命科学 

刘雪婵 
王晓红、汪叶珺、林佩斯、

⻩⾦荣 章芸 三等奖 未答辩 

180 钱江学院 昭屿⾔国⻛⼯作室 创业项⽬ K、其他 闫欣⾬、任姝玥 郑瑜洁 陈新玲 三等奖 未答辩 

181 钱江学院 MVE舞台视觉创作 创业项⽬ K.其他 
凯雯 

杨雅诗、朱圣以、刘健、王
李仕豪 王劲松 三等奖 未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