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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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临安城遗址价值认知与保护 张颖岚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中国古代都城研究

2 浙江大学 良渚时期磨制石器生命史探究 陈虹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史前考古学研究

3 浙江大学 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的国际传播 张勇 广播电视领域 影视创作实践

4 浙江大学 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对策 丛杭青、顾萍 工程硕士 工程伦理

5 浙江大学 环球易购 e Go全球 马述忠、梁绮慧、濮方清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6 浙江大学 现金流短缺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以康美药业为例 周夏飞、夏恺楠 公司财务 财务报表分析、中级财务管理

7 浙江大学 郎某某、何某某诽谤案——网络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与衔接 胡铭 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8 浙江大学 幕张滨城开放式集合住宅区的评论 王洁 建筑学
现代建筑评论、国内外城市发展

研究

9 浙江大学 小裂缝，大智慧：基于深度学习的混凝土桥梁裂缝智能检测 申永刚、俞臻威 土木工程 预制装配式结构、市政结构安全

10 浙江大学 分层式化学生物联合沼气脱硫工艺研发 胡宝兰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微生物原理与技术

11 浙江大学 迟来的幸福 吕卫国、王芬芬、徐向荣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

12 浙江大学 中成药二次开发——以注射用血塞通为例 范骁辉、陆晓燕、李璐 工业药学
药物信息学、中药系统生物学、
中药药理学进展、药事管理学、

先进制药技术

13 浙江大学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对一例违规型创新的伦理反思 王赵琛 公共卫生 医学伦理与卫生法学

14 浙江大学 吉利质量持续改善的秘诀3824法 王世良、许小东、张胜男
、金叶青

工程管理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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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大学 张强医生集团：明星医生的品牌专科打造之路 杜雨婷、张大亮、邢以群 工商管理 品牌管理

16 浙江大学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实践和案例——讲好抗疫故事，

弘扬中国精神
王薇 护理硕士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17 浙江大学 教育大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分析 程学林 软件工程 数据可视化技术

18 浙江大学 融媒时代城市电台品牌构建及广播节目策划研究 吴红雨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优秀节目研究、城市媒

体与文化研究

1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公交司机工作满意度调查 刘干 应用统计(统计调查与分析)
抽样技术与方法、定性数据的研

究方法

2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器件建模与测试》课程中利用EDA技术对射频MOSFET器

件建模的案例教学
陈展飞、刘军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程) 微电子器件建模与测试

2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体验为王，匠心成就——浙江正星的持续改进之路 蔡敏、孙燕军
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人因工

程、营销学)
人因工程、人机工效学

2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增值税计税方法优化选择的逻辑与方法——以LA农商行为例
潘亚岚、姜悦琳、倪慧慧

、杜晗
会计(财务管理领域、税务管

理方向)
税务筹划研究、中国税制与税务

筹划研究

23 浙江工业大学 动画技术在犯罪新闻报导中的应用 游淳惠 新闻与传播 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24 浙江工业大学 同侪互评支持的《二维动画创作与制作》翻转教学 丁继红 教育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教

学系统设计、教学技能训练

25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COVID-19防疫仿真案例分析 易文超、陈勇 工业工程 智能优化方法、现代物流工程

26 浙江工业大学 先人一步，临事制变：先临三维商业模式的演变之路
许强、陈紫娴、李攻、梁

灿英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

27 浙江工业大学
传统制造型企业的数据驱动动态能力获取：娃哈哈集团数字化转型

的变革之路
陈衍泰、陈瑜、陈依 工商管理 战略管理、创新管理

28 浙江工业大学 复兴“武康县的小上海”——上柏集镇更新改造案例
吴一洲、邓一凌、孙莹、

杨宁
艺术设计 村镇规划设计、乡村规划设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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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浙江理工大学 永磁式非线性隔振技术：方法、理论与器件 严博 机械动力学
机械振动、振动力学、非线性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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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浙江理工大学 土山湾美术工艺场与中西工艺美术交流实践的载体 刘丽娴、支阿玲、穆琛 时尚文化与设计 流行文化与时尚传播

32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乡村未来社区规划设计——从乡村振兴到城乡融合 高宁、王子乐、刘武洋
环境设计；城乡规划；建筑设

计；风景园林
城乡环境设计研究与实践

33 浙江海洋大学 勤行、严谨、责任、担当的养成——基于《老年人营养与慢病》 罗红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于

安全
高级食品营养与卫生学、人类营

养学

34 浙江海洋大学 人造肉——科技与食物的“混搭” 林慧敏 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生物技术

35 浙江海洋大学 临终关怀在小县城何以可能？——以友爱照护为例 于霄、陈倩雯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

36 浙江农林大学 独角兽如何成为真神兽——以容百科技为例
程博、蔡思培、王佳美、

王莉晴、应金津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7 浙江农林大学 绿色气候基金改善乌兰巴托空气质量的投资模式 顾光同、钱志权、刘勇 生态经济；绿色会计
生态经济学、绿色会计、应对气

候变化政策

38 浙江农林大学 思政引领下探究式研究生教学案例——《非线性光纤光学》 王悦悦 光学工程
非线性光纤光学、非线性光学、

光纤通信

39 浙江农林大学
红色集体记忆重构与乡村社会转型——浙江省建德市千鹤村乡村振

兴实例
李琳琳、彭庭松、唐礼勇

、胡榕、杨广生
农村发展 农村社会学、社会学概论

40 浙江农林大学 米奥兰特：数字化展览的先行者 白鸥、谢耿 旅游管理 服务管理

41 温州医科大学 温州市某商场COVID-19聚集性疫情的现场调查与控制 王怡、刘晓冬、黄宏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现场处置、现场流行病

学

42 温州医科大学 群体药代动力学在个体化给药中的应用 黄成坷 临床药学 群体药物代谢动力学

43 温州医科大学 Facilitation与眼科学的碰撞 让理论教学“跳动”起来 徐栩、任明雪、谢荷 眼科学 临床眼科学

44 温州医科大学 床旁教学：新生儿衣原体肺炎
蔡晓红、俞晨艺、杨锦向

、陈嘉怡、陈尚勤
儿科学 儿科学

45 温州医科大学 1例晚期肝内胆管癌转化治疗实例 陈钢 肝胆外科学 外科学

46 温州医科大学 光控免疫磁珠技术用于循环肿瘤细胞的分离与检测 郑晓群 医学检验技术
检验与临床诊断：分子诊断学分
册、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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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浙江中医药大学 邪盛正虚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辨证施护
徐敏、包云春、程秋琴、

谭小雪、裘秀月
护理学（中西医结合护理） 内科护理学

48 浙江中医药大学 胰腺肿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陈肖敏、葛俐俐、张丹妮
、周嘉欣、鲁佳、祝雪花

护理学（普通外科护理） 外科护理学

49 浙江中医药大学 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后回肠造口高排量患者的护理
洪小芳、陈秀云、谢玲女

、何桂娟
护理学（结直肠肿瘤专科护

理）
外科护理学

50 浙江中医药大学 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跳呼吸骤停的急救护理实践
李益民、凡欣欣、宁丽、
何桂娟、钱丽华、金建芬

、俞梦盈
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 急危重症护理学

51 浙江中医药大学 多学科联合PBL教学在医学影像学带教的案例应用 林江南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高级影像学

52 浙江中医药大学 令人困扰的腹胀（胸椎后关节紊乱的推拿治疗） 王晓东、范炳华 针灸推拿学 推拿临床研究进展、推拿治疗学

53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专题翻译》之“非洲潜力”教学案例——以：『紛争をおさめ
る文化 ：不完全性とブリコラ ージュの実践』第 2章翻译实践为例

徐微洁 翻译学 非洲专题翻译

54 浙江师范大学 “观察-体验-反思”的STEM教学——C教师从识、知、做、思到评
黄晓、李盛、骆康康、张

飘洒
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学教育前沿专题研究、科学教
学设计与实施

55 浙江师范大学
实习情境中的教学道德困境及其抉择应对——一位小学实习教师教

学道德决策水平的发展过程及启示
周晓燕 小学教育

教师职业道德、小学班主任、教
师专业发展

56 浙江师范大学
如何搭建小学语文“习作单元”的教学支架？——三年级“习作单

元”学习单的设计与实施
钟晨音、高鑫 小学教育

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语文教学
设计

57 浙江师范大学 合村并居背景下能人治理的幻象与重构 赵鑫、霍伟桦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地方

政府与政治

58 浙江师范大学 危中有机，危中用机——疫情背景下聚通人才网平台的孕育之路
段文奇、代小会、刘睿君

、温馨
电子商务平台管理；平台企业

管理

电子商务平台管理前沿，互联网
企业管理，创业、创新与创业管

理

59 杭州师范大学 一出好戏：游戏驿站“散户VS机构”的史诗对决 周建芳 金融 投资学、金融衍生工具

60 杭州师范大学 从汉帛到哈勃：数字化驱动的服装产业互联网平台 赵子溢、陈威如 金融
战略管理、数字化转型专题、产

业互联网专题

61 杭州师范大学 X教师一节数学文化与数学思维互融互通的数学课 岳增成、黄银华、谢晓春 小学教育 小学数学教育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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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杭州师范大学 学习者、读者、研究者——小说阅读教学的浸润式体验 叶黎明 学科教学（语文）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语文教师专
业发展、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

63 杭州师范大学 分子配伍理论研发抗癌新药的实践——以榄香烯脂质体为例 谢恬 药学
榄香烯脂质体抗肿瘤中西医结合

基础与临床研究

64 杭州师范大学
“随性”的研究生课堂——《药物合成新技术》中的“绿色化学”

的讲授
惠子、叶向阳 药学 药物合成新技术

65 湖州师范学院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信号教学案例 高岩 英语教育 研究生英语

66 湖州师范学院 成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并发脾破裂的护理案例 董海燕 神经与内分泌；护理学
高级病理生理学、内科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基础护理学、急重

症护理学

67 绍兴文理学院 某会展综合体下沉广场基坑工程监测方案设计 陈忠清 土木水利 土木工程测试技术

68 绍兴文理学院 放水透湿：新冠疫情下医用防护服的新发展 缪宏超 纺织工程 智能纺织品

69 温州大学 素养导向的“教学设计罗盘”模型及其教学应用 阙仁镇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教学设计与实施

70 温州大学 基于学习路径分析的小学数学单元整体教学思考 章勤琼、邹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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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温州大学 借一双慧眼：激光眼科手术中的理论与实践 朱德华 机械工程；光学工程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激光生物

工程基础

72 浙江工商大学 文创系列产品《秦时明月》的跨媒体叙事策略 程丽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

传媒）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文艺传播

学、文化产业项目策划

73 浙江工商大学 蜜思肤：互联网格局下实体店顾客关系的新应用 侯旻、李灿灿、顾春梅 市场营销与服务创新 服务营销

74 浙江工商大学 “环境医院”：平台架构驱动产业集群升级的新思路 王节祥、夏季、胡永铨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

75 浙江工商大学 传音控股：非洲手机市场的“狮子王” 俞毅、陈诗瑶 管理学；经济学；MBA
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供应链管

理、国际商务

76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百富：袜业“顶级代工”逆袭“中国智造——解码传统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之谜”
杨欣、程兆谦 企业经营运营与管理 企业运营、组织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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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国美术学院 青绿山水研究实践与新时代语境下的山水创作 王一飞 美术学（中国画）
中国山水画临摹、写生、创作实

践研究

78 中国美术学院 以“基于动画语言打好‘垃圾分类攻坚战’”为案例研究 倪镔 戏剧与影视学（游戏设计） 游戏创作实践、动画创作实践

79 中国美术学院 杭州凤凰山南宋园林遗址实例研究 沈实现、潘冰旎、葛顺志 风景园林 西湖风景名胜区专题研究

80 中国美术学院
专门史文献整理与综合检索数据库制作研究：工艺、书画著录经典

文献的科学化整理
连冕

艺术学理论（中国古代艺术
史）

历史文献整理与综合检索数据库
案例研究

81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系列丛书》创作指导 陈敏 戏剧与影视学（插画与漫画） 绘本创作

82 中国计量大学 红色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研究 周爽、周蕾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传

播史、党史

83 中国计量大学 基于Panda机械臂的流水线自动检测分选系统 王斌锐、张远辉
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装置
机器人原理与应用、机器人建模

与仿真、机器人技术

84 中国计量大学 核糖体工程提高链霉菌次级代谢产物产量 申屠旭萍、宋阳 生物学
高级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
生物遗传育种、代谢工程、基因

工程

85 浙江万里学院 甲壳素、壳聚糖的绿色制备新技术 刘利萍 生物与医药 生物制品与制药工程

86 浙江万里学院 船务代理数字化物流信息平台架构的研究与设计 杨爱民 工程管理 数据库实践技术、软件工程

87 浙江科技学院 “无障碍”识别系统设计案例实践与研究 叶玲红 视觉传达设计 导视识别系统设计

88 浙江科技学院 文化设计场景叙事中的思政话语建构 宋眉 艺术设计
文化设计重构（设计美学、设计

概论等）

89 浙江财经大学 安洁科技：商誉减值“黑天鹅”逆袭盈利 赵宇恒、方菲、王昭斐 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90 浙江财经大学 战略联盟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之争
朴哲范、陈荣达、方文央

、赵方涵
金融专业；资本市场与公司金

融研究方法
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实证金融

91 浙江财经大学 企业赠送样品引发的税案研究 董根泰、包关云 税收理论与政策 税务管理专题、税务稽查专题

第 6 页，共 7 页



序号 培养单位 案例名称 作者 专业领域方向 适用课程

92 浙江财经大学 与市场竞争和技术跃迁共舞：曹操出行的战略创业之路
戴维奇、周丹、姜悦、邵

梅、张妙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创业管理

93 宁波大学 习近平用典英译规范性语料库建设与推广使用 辛红娟 翻译

基础笔译、术语翻译、国家话语
翻译、翻译工作坊、翻译批评与
鉴赏、基础口译、外事外交口译

、模拟会议传译

94 宁波大学 公司股权转让中的税收政策 郑曙光 法律 公司法、财税法

95 宁波大学 手机结合滤纸芯片进行环境水体中甲醛和游离氯现场检测 干宁 材料工程 高等分析化学

96 宁波大学 面向云环境的敏捷软硬件开发平台 金光、张腾、江先亮 计算机技术；通信工程 无线网络技术

97 宁波大学 东海银鲳人工育苗与养殖案例 王亚军 渔业发展 鱼类学

98 宁波大学 《胸前腋区》的局部解剖 张雁儒 临床医学 临床解剖学

99 浙江传媒学院 疫情初期30条谣言的数据画像 郑亚楠 新闻与传播
网络治理、网络道德与法规、网

络空间建设

100 浙江传媒学院 纪录片《海豚湾》中隐性拍摄手法的伦理困境分析 戴冰洁 新闻与传播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纪录片创作

、新闻采访与新作

101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和能力建构——新冠疫情防控的经验教

训
顾金喜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MPA）研

究生；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学术型硕士

应急管理、公共管理

注：此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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