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报名类别 成果类别
申报者

姓名

指导老

师
学院 奖项

1

Quantifying the Cooling Effect and Scale of Large

Inner-City Lakes Based on Landscape Patterns: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and Nanjing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郑瑶瑶 侯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
一等奖

2 大豆耐逆相关调控因子的鉴定与功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赵冰倩 曾后清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

院
一等奖

3 一种光电液体检测仪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王美洁
丁望峰、

车宇
物理学院 一等奖

4 一种滤液式细胞培养无菌操作污物缸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王家俊 陈功星 基础医学院 一等奖

5 厌氧氨氧化工艺对多重抗生素胁迫的响应机理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卢郑扬 金仁村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

院
二等奖

6 一种冰冻切片包埋模具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梁林达 刘水平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

院）
二等奖

7 1984 年以来 8个时期杭州主城区西部湿地格局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娄艺涵 胡潭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
二等奖



8 最近流行一种幸福：预约 HPV 疫苗成功了！ 自然科学类 创意作品类 章安妮 吕平 数学学院 二等奖

9
Bubble dynamics in a strong first-order

quark-hadron transition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周淑英 毛 鸿 物理学院 三等奖

10 融合环境特征与改进 YOLOv4 的安全帽佩戴检测方法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葛青青 孙军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
三等奖

11 头戴式实时测温及自动降温装置及其程序研发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谢项宇 胡楠荼
临床医学院

（附属医院）
三等奖

12
基于 Keyhole 和 Landsat MSS 融合影像的土地利用变

化监测研究——以杭州湾南岸为例
自然科学类 创意作品类 陈喜芬 吴文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
三等奖

13
苯乙炔配位聚合及光热性能研究

——推荐一个绿色高分子化学综合实验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洪周怡 尹守春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

院
三等奖

14 可见光催化 3-芳基喹喔啉酮衍生物的合成新策略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林子筠 李万梅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

院
三等奖

15
道义与理性：快递员群体的生存策略研究——基于全

国 724 个样本的研究
人文社科类 创意研究类 吴心如 胡悦晗 人文学院 一等奖



16 生命的守望：浙江省麻风休养员口述史研究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刘慧珍 周东华 人文学院 一等奖

17
大型活动志愿者礼仪与形象管理培训体系研究——以

2022 年杭州亚运会为例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刘志铭 王倩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18
“医我看，药得这么吃”——基于 510 例多重用药老

年人依从性调查的 O＆O服务模式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周泓廷 朱雪娇 护理学院 一等奖

19 “金课”标准下高质量大学课程实施的调查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袁嬿婷 孙德芳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一等奖

20
寻找散落的乡土记忆：浙江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与谱

系构建
人文社科类 论文著作类 何昕怡 刘正平 人文学院 二等奖

21
“你花钱，政府和你一起买单”——社会重大突发事

件下杭州市消费券发放政策成效及市民满意度调查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游雅淇 吕平 数学学院 二等奖

22 青年公益线上教学志愿服务机制及其行为模式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冯睿思 陆吉健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23
杭州市基层医务人员的卫生应急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

分析/专利--一种社区医疗应急预案用宣传展示装置
人文社科类 专利授权类 罗奕 黄仙红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4
师生近视防控信念的共性与差异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高铭佳 刘淑美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25
借力乡贤振兴农村智慧养老——基于 Y村多重关系网

络与合作生产机制的分析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周雨琦 陈永杰 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26 新时代高校志愿者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人文社科类 专利著作类 殷沁雅 袁智杰 人文学院 三等奖

27 爱@无碍-全面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林锘 王倩 哈尔科夫学院 三等奖

28 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王梦佳 胡悦晗 人文学院 三等奖

29
《依法为圭臬育新人——化学与人类文明通识课中的

思政教育》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谢旻轩 徐伟明 沈钧儒法学院 三等奖

30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方式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余知樾 金龙军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31 主动式个体化发展中个体的生存困境与乐趣建构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张怡 石然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32
《后疫情时代文化艺术机构数字化服务的升级路径探

究--以杭州地区为例》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夏佳倩 秦东旭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

院
三等奖

33 传统武术拳种的特征分析与价值开发：以八极拳为例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吴润帆 徐飞 体育学院 一等奖

34 陶渊明诗三首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吴萱翔 叶剑波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35 国画作品《山水华滋》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许陈炜 叶剑波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研究生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报名类别 成果类别
申报者

姓名

指导老

师
学院 奖项

1 嵌段共聚物组装结构的光控可逆转变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扈登文 朱雨田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2

为实现超快速、可重复使用、耐候稳定的火灾循环预

警，采用绿色、简便的方法制备阻燃 Ti3C2Tx Mxene

网络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俞柯欣 汤龙程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3
“机构老年性疾病照护与养老服务”相关理论及实践

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姚露 陈雪萍 护理学院 一等奖

4
厌氧氨氧化系统对砷和磺胺甲噁唑的响应及抗性机制

的解析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马文杰 金仁村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一等奖

5
用于可卡因解毒治疗的苯甲酰牙子碱代谢酶的发现与

设计改造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邓荇予 陈侠斌 药学院 一等奖

6 基于磁共振的网络游戏成瘾神经机制及干预方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周蔚然 董光恒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一等奖

7 Ir 催化下的吲哚啉 C5 位的不对称烯丙基取代反应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陆佳敏 钟国富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二等奖

8
(三甲基硅基)重氮甲烷甲基化后液相色谱-质谱法准

确测定饮料中植酸的方法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俞赛赛 蒋可志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二等奖

9
海藻酸基原子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在氧还原反应中的作

用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俞琳倩 金仁村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二等奖

10 无金属催化水合反应在液滴中的加速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郑博钰 程和勇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二等奖



11 不同厌氧氨氧化污泥对纳米铜胁迫的响应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付瑾瑾 金仁村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二等奖

12
管中窥胞”——基于多孔中空纤维管的肿瘤细胞一氧

化氮释放监测传感器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蒋敏 陈大竞 药学院 二等奖

13
褐飞虱与水稻基于能源物质的互作关系及关键营养信

号通路基因 InR 对褐飞虱繁殖的调控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刘永康 唐斌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二等奖

14 大小便失禁老人智能清理床的设计与开发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赵彬雨 曹梅娟 护理学院 二等奖

15

温度变化对异色瓢虫幼虫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

(Effects of changing temperature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Harmonia axyridis larvae)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王莎莎 唐斌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二等奖

16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organ

donation coordinators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舒婉 缪群芳 护理学院 二等奖

17
竹子启发的多层次孔洞结构柔性导电硅橡胶泡沫复合

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古亚丽 赵丽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18
Lactylation, a Novel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Cod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陈安娜 杨劲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

院、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19
褐飞虱 N1InR 基因作为靶点在制备防治褐飞虱药物中

的应用
自然科学类 专利授权类 罗雨嘉 唐斌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三等奖

20

In situ effervescence reaction-assisted

mechanochemical extraction of ganoderic acids

from Ganoderma lucidum.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甄晓婷 曹君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21 聚丙烯导热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曹欢 李勇进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22
乙酸锰催化吲哚啉、四氢喹啉和 N-未取代吲哚啉的氧

化脱氢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牛晓康 杨磊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23 基于在线知识蒸馏的人体姿态估计算法研究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李政 潘志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三等奖

24
一锅法合成拉伸应变 PdRuCu 二十面体用于烯烃电化

学加氢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朱凯丽 叶伟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25

ALDH2, ADCY3 and BCMO1 polymorphisms and

lifestyle-induced traits are jointly associated

with CAD risk in Chinese Han people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辛佳芮 杨磊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26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Migration Hyperbranched

Silicone Contain Macrophotoinitiators for

UV-Cured Transparent Coatings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范云鑫 杨雄发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27 应用于上肢康复的多模态虚拟驾驶仿真平台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蔡宁 潘志庚 阿里巴巴商学院 三等奖

28
Sphagnum response to nitrogen deposition and

nitrogen critical load:A meta-analysis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周音颖 徐俊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三等奖

29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Mega-Sports Events on

Urbanization Focusing on Land-Use Changes Using

a Scenario-Based Model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范津津 胡潭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三等奖

30 A NOTE ON FRACTIONAL q-INTEGRALS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周虹利 曹健 数学学院 三等奖

31 特发性膜性肾病尿液标记物的筛选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张金石 何强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

院、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32
在无 CO 气体下实现钯催化环丁酮开环扩环羰基化串

联反应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宋坤龙 曹建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等奖

33
基于术前控制营养状况评分的原发性非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患者无复发生存期预测模型的建立
自然科学类 学术研究类 赵李维 无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

院、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34 ADHD 异常脑活动异常模式的 fMRI 机器学习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蓝志辉 薛绍伟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一等奖

35

A Convenient and Low-Cost Model of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Early Warning Based on Voice Data

Using for Public Mental Health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陈鑫 潘志庚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36
健康素养促进型医疗卫生机构概念与评价系列研究成

果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薛子豪 童莺歌 护理学院 一等奖

37 杭州市公立医院智慧医疗服务的患者满意度分析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任理仙 任建萍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38

Recog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Peripheral

Vision:Different Levels of Processing of

Character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冯曼妮 张烨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39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s’ Social

Anxiety: Roles of Shame and Self-Esteem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吴心玥 甄瑞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40 即时和延时表达性写作对情绪图片喜好度的影响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陈芬芳 胡治国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41
Virtual 3D environment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

ability of students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李英倩 徐光涛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42
“信任”与“惩罚”信息对于学业欺骗行为的影响：

一项现场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毛海盈 赵立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43 教育戏剧运用于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证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俞嘉丽 申宣成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44

Internationalisi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hallenges of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张静静 詹宏伟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45 英国家校协议制度的实践及启示——以巴顿小学为例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潘安琪 无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46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跨境电商和物流产业融合策略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卜志珍 章剑林 阿里巴巴商学院 三等奖

47
Book Review：Researching Discourse：A Student

Guide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张梦楚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48 解读同伴混龄合作中幼儿的心理理论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林文琪 武建芬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49
“我是小红军”：红色文化提升新时代儿童抗逆力调

研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陈佳瀛 陈继旭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50 新冠疫情下北京冬奥会风险评估与分析 人文社科类 创意作品类 王逸伟 詹秀秀 阿里巴巴商学院 三等奖

51 日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曲折境遇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田凯航 孙立春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52 中小学值日生制度的异化与回归 人文社科类 学术研究类 陈丹琴 严从根 经亨颐教育学院 三等奖

53 《见证者》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陈仪来 朱珺 美术学院 一等奖

54
Hypoxic Exercise Exacerbates Hypoxemia and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in Obesity: A Case Analysis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徐菁 徐飞 体育学院 二等奖

55 《Dream》环保创意海报设计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杨荣明 张晓飞 美术学院 二等奖

56 我与非遗的奇妙邂逅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王泽 张富坚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二等奖



57
对原创红色校园戏剧在校园文化中的育人价值和实践

模式的研究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张芳铭 张磊 经亨颐教育学院 二等奖

58 贝尔康多国际音乐艺术中心形象设计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吴霜 杨焕 美术学院 三等奖

59 幼儿体育活动兴趣量表编制与应用研究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齐雅晖 吴本连 体育学院 三等奖

60 《念嘉与佳》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陈仪来 朱珺 美术学院 三等奖

61 跨校合作助力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服务杭州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牛泽铭 余鑫 音乐学院 三等奖

62 百年 艺术体育类 创意作品类 张倩雯 林国胜 美术学院 三等奖

63 《自然教育与美术教育有效融合的方法》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郑天宁 胡俊 美术学院 三等奖

64

Public Field and Self-Existenc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i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Small Towns Under

the New Cultural Business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骆梦柯 范周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三等奖

65
近 20 年男子田径十项全能的国际发展趋势对中国的

启示
艺术体育类 学术研究类 王梓颍 文静 体育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