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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立项项目清单 

序号 立项编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课题 

申请人 
所在单位 

1 20220101 重大 
“走在前列”愿景下研究生思政

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代玉启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0220201 重点 
“德育共同体”视域下研究生导

学育人共同体建设研究 
朱杭 

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 

3 20220202 重点 

基于课题思政的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与科研创新“互融互促”机

制研究与实践 

王苑 地球科学学院 

4 20220203 重点 
“双一流”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学

位授予评价体系创新探索 
楼建晴 

医学院基础医学

系 

5 20220204 重点 
浙江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模式

建构与保障机制研究 
王晓莹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 

6 20220205 重点 研究生导师师德修养提升研究 闫东明 建筑工程学院 

7 20220206 重点 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陈宾宾 党委教师工作部 

8 20220207 重点 
卓越工程师能力评价体系与培养

机制研究 
薄拯 工程师学院 

9 20220208 重点 
全球农业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的农

业工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 
岑海燕 

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 

10 20220301 一般 

国家“双碳”战略视域下新工科博士

生培养质量评价标准与保障体系

研究--以电气学科为例 

李武华 电气工程学院 

11 20220302 一般 

新媒体矩阵基于“5W理论”改革促

进新时代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研究 

喻玮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12 20220303 一般 
“00后”研究生培养中善用“大思政

课”的路径研究 
柯溢能 党委宣传部 

13 20220304 一般 

基于学科思政、课程思政、专业

化思政“三位一体”的校外学科平台

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的探索 

赵传贤 
光电科学与工程

学院 

14 20220305 一般 

基于“科教、产教、理实”三融合教

育模式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改革与

实践 

李莉 
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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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0306 一般 
“双一流”背景下多元协同加强校外

基地研究生党支部建设 
王育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16 20220307 一般 
新形势下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改

革研究 
陈丹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 

17 20220308 一般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科教融

合、产教融合研究——以浙大衢

州“两院”为例 

钱超 
化学工程与生物

工程学院 

18 20220309 一般 
产学研融合创新型口腔专业硕士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孙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口腔医院 

19 20220310 一般 

线上线下混合式研究生课程教学

模式研究：学习共同体建模、分

析及评价 

欧阳璠 教育学院 

20 20220311 一般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卓越物联

网项目制专业研究生课程实践教

学研究 

史治国 工程师学院 

21 20220312 一般 

“早临床”背景下的医教融合与校院

衔接专硕研究生院前“预科”培训体

系研究 

张冯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22 20220313 一般 
“SPOC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

骨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蒋靓君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23 20220314 一般 

标准化影音教学材料和微格教学

法在结直肠外科专业硕士研究生

临床实践教学中的作用研究 

劳伟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 

24 20220315 一般 

基于 3D 打印仿真模型的技能培训

课程在妇产科专硕中的探索与应

用 

杨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 

25 20220316 一般 
《物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技术前

沿》精品课程建设探索 
程鹏 

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院 

26 20220317 一般 
儿科内分泌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

精品云课建设研究 
黄轲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 

27 20220318 一般 
高校导学关系网络舆情预警与处

置机制研究 
叶鑫 党委宣传部 

28 20220319 一般 翻译专业研究生实践教育研究 张慧玉 
外国语言文化与

国际交流学院 

29 20220320 一般 
出口导向下经济类专业学位硕士

生专业实践体系构建 
王璐莎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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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220321 一般 

“五老”在高校研究生基层党建工作

中作用发挥路径研究——以浙江

大学“在鲜红的党旗下”王明华研究

生党建工作室为例 

朱征 离退休工作处 

31 20220322 一般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研究生层

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 
段世飞 教育学院 

32 20220323 一般 
“一带一路”战略下光学工程研究生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范式研究 
时尧成 

光电科学与工程

学院 

33 20220324 一般 
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国际医学

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与教育 
陈伟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四医院 

34 20220325 一般 
大国外交背景下留学生全球领导

力培育机制研究 
莫申江 管理学院 

35 20220326 一般 
叙事医学/平行病历在培养临床医

学研究生人文精神中的应用研究 
贾俊君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36 20220327 一般 

“德育共同体”视域下研究生导学育

人共同体建设研究—以浙江大学

医学院某师门导学育人个案为实

证研究对象 

竺鑫丽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37 20220328 一般 
基于 OBE 理念的口腔专硕研究生

技能教育形成性评价改革与实践 
陈奔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38 20220329 一般 

危重症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跨专业合作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庄一渝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