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浙江工商大学新苗人才计划浙江工商大学项目校内结题名单

序号 学院 项目名称 类别 负责人 指导教师

2021R408001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基于日韩生态规划经验的浙江“千万工程”乡村生态建设

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徐锦培 丁建华、张新朋

2021R408002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互联网“新左翼”的调查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徐永正 李晶

2021R408003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信息平台技术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及效度测量——基于杭

州市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王梦竹 方姚

2021R408004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数字经济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李哲 豆星星

2021R408005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大数据权利属性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朱佳莹 刘建明

2021R408006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夫妻忠诚协议性质与效力的厘定——基于道德和契约的角

力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吴艺妃 张伟

2021R408007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民法典时代下AI换脸侵权的法律规制——对平台追责的研

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郑沐沅 裴蓓

2021R408008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诉源治理视野对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研究——以杭州市“

微法庭”模式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方叶佳 韩宁、陈新

2021R408009 工商管理学院
共享经济下乡村动态价值创新机理研究 ——基于多地域

家庭农场案例调查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叶菁菁 王晓辰

2021R408010 工商管理学院
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浙江省汽车产业链

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顾兴正 吴波

2021R408011 工商管理学院
如何与大象共舞，传统企业与大生态互动推进数字化转型

的过程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严诗雨 王节祥

2021R408012 工商管理学院 中介服务数字化平台的构建路径研究：以代账服务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叶佳怡 王节祥

2021R408013 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均衡度理论和点轴理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研究

——以浙江省四区县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包茹意 苑韶峰、曹玉香

2021R408014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创新路
径研究——基于浙江省20家博物馆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叶洁沛 白效咏、宋雪、兰丽平

2021R408015 公共管理学院
“如何唤醒沉睡资源”：农村闲置农房盘活的调查分析 

——以绍兴市6个区县15个村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糜涵唯 黄娟

2021R408016 公共管理学院
以“微治理”激活社会活力的机制研究——以杭州市10个

街道75个村社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周江徽 张丙宣、兰丽平

2021R408017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Design Link——基于3D建模及tensorflow的设计服务平

台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黄桢晟 项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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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R408018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E-TOWN特色小镇全景交互展示与数据服务平台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李创 鲍福光

2021R40801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力空化协同LED强化H2O2去除水华的方法和机理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方伊初 吴礼光

2021R40802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非热等离子体催化甲苯二氧化碳重整制备合成气性能及机

理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吴珂颖 孙玉海

2021R40802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用于河道磷修复的功能填料制备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陈禹杞 冯华军

2021R40802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驱动电芬顿技术高效降解污染物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张恩泽 丛燕青

2021R408023 会计学院 机构养老与志愿服务模式相结合的机制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曹春潮 涂必胜、严霄云

2021R408024 会计学院
双循环背景下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转型升级研究——基于

政策激励的视角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虞静怡 顾玲艳

2021R408025 会计学院
疫情防控期间不同地域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调

查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应对差异的视角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戴佳序 于桂娥

2021R408026 会计学院
后疫情时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对策——基于义乌500

家小微企业的调研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徐诗淇 傅利福、陆栋健

2021R40802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隐私保护的智能电表数据聚合新型方案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曹娟 任思琪、陈志贤、韩嵩

2021R40802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后疫情时代下的数字化物流溯源与仓储管理系统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王俊涵 傅均、邵俊

2021R40802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W形神经网络的图像拼接篡改痕迹检测算法与典型应

用系统开发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陈浩然 刘春晓

2021R408030 金融学院
开前门，堵后门：财政效率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对隐性债

务影响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李德华 吕凯波

2021R408031 金融学院
“两山银行”助力农户美好生活——基于浙江省安吉和衢

州实地调研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钟腾辉 方霞

2021R408032 金融学院
排污权交易让企业投资更绿色了吗？——基于高污染企业

实证分析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陈静雯 赵宸宇

2021R408033 金融学院 “三块地”背景下农业转工业用地定价的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蔡冬 周春喜、傅利福

2021R408034 经济学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究——基于浙江省首

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调研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张旖琦 毛丰付、郑春勇

2021R408035 经济学院
快递员将何去何从—“机器换人”对快递行业就业的冲击

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郑彩虹 于斌斌

2021R408036 经济学院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基于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影响机

制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彭嘉蓓 朱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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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R408037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近30年新安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权衡

协同关系探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冉璇 李渊、苏飞

2021R408038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声景观时空演化特征与机制——以运

河杭州段综合保护范围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潘益翔 童磊、李渊、陈丹路

2021R408039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两山”理念践行成效指数及时空特征分析——以长三角

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刘江龙 叶俊、李渊

2021R408040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县（市）改区背景下城市“三生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

制分析——以浙江省典型城市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黄冠捷 刘可文、李渊

2021R408041 人文与传播学院
以CSR理论研究高校社会责任报告书的体系与传播 ——以

浙江工商大学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韩康栋 徐少丹

2021R408042 人文与传播学院
知“性”与你“童”行：小学性教育现状研究——以杭州

市的调查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胡欣云 石艳

2021R408043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劈裂颜色蛋白的设计、自组装及其应用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曹婕 梁新乐

2021R408044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种食品感官品质数字化评价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戚嘉明
田师一、刘媛媛、

秦玉梅

2021R408045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具有产β-半乳糖苷酶能力的乳酸菌筛选及其在发酵乳中

的应用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尤奕琳 顾青、郦萍

2021R408046 泰隆金融学院 “机器换人”从何换起：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用工决策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王柯哲 王文春

2021R408047 统计与数学学院
浙江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效益评估研究——基于德

清和义乌试点村的经验证据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应慧 庄燕杰

2021R408048 统计与数学学院
互联网+残疾报告制度的建设探究与优化推广——基于浙

江省4个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的调查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叶利维 陈钰芬

2021R408049 统计与数学学院
未来社区建设实施现状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杭州

市五大主城区的调研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吕俊杰 徐蔼婷

2021R408050 统计与数学学院
公众观点极端化研究——基于舆情大数据下的集群现象探

索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叶源健 陈庭贵

2021R408051 统计与数学学院
面试直通车——一款专注于一站式解决面试准备的微信小

程序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林凯晴 朱贺、诸葛斌

2021R408052 外国语学院 云理之之——云南鲜湿米线全国生产供应领跑者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刘成才 杨玥熹、黄立芳

2021R408053 外国语学院
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的得与失——基于杭州市首批九个省

级特色小镇的调查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郑思佳 黄娟

2021R408054 外国语学院 土立土及——绿色高校信息化垃圾分类新模式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康雨蓓 徐燕

2021R408055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
零信任数据托管安全服务平台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章丰青 蒋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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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R408056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
基于人脸年龄识别的车内儿童防滞留监测系统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张思涵 吴文慧

2021R408057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
基于AI技术的植物生长模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王盼 王秀萍、张毅

2021R408058 艺术设计学院
要致富先“修路”，云上直播助农富  ——对直播扶贫道

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白慧灵 黎常

2021R408059 杭州商学院
“不如跳舞”农村留守儿童舞蹈美育项目——以桐庐县玉

华小学为例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陈凡赢 陆红芬、陈乐彦

2021R408060 工商管理学院 道生数链：产业知识库自动构建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苗小波 王莉、陈缘

2021R408061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用户参与式共建的网络互助平台游戏化推广应用方案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黄裕媛 王雅娟

2021R408062 工商管理学院
单向度视角下数字消费中冲动消费行为的研究--以“双十

一”购物节为例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王琰芳 肖迪

2021R408063 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农户参与影响机制研究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潘晴初 李翠珍

2021R408064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医疗管理中的调度新模型、算法及其应用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施小雨 季敏

2021R40806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ABA代谢菌强化超积累植物吸收重金属效率的研究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王羽 都韶婷

2021R408066 会计学院 “技高医筹”——适配民营诊所的信息服务平台研发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陈翔瑞 陶婉琼、曾爱民

2021R40806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情景感知的人体运动意图预测系统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郎凡 王勋、刘振广

2021R408068 经济学院
中美摩擦长期化下传统出口企业数字赋能机制及提升路径

研究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张镇涛 徐锋

2021R408069 人文与传播学院 产业联动：助力浙江12个古道村落乡村可持续脱贫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张玉
李华金、李裕政、

占佳聪

2021R408070 人文与传播学院
让教育不再偏科——基于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落实情况的

调研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梅迎 李蓉

2021R408071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不同壁材ω-3脂肪酸-乳铁蛋白双相脂质体的体外消化及

肠道转运机制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许贤康 刘玮琳、韩剑众

2021R408072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基于植物精油复配技术的杨梅抑菌驱虫剂的开发及应用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章航嘉 宋达峰

2021R408073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乳酸菌-醋酸菌纤维素复合抗菌包装膜的设计与制备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梁家乐 梁新乐

2021R408074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抗阿维拉霉素杂交瘤细胞的体外培养技术及胶体金检测方

法的建立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周露露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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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R408075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可见光诱导的氧化铜/氮化碳复合纳米材料抑菌的应用与

推广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彭锐 王丽

2021R408076 泰隆金融学院
“助力小微，保在人情"一一基于泰隆 银行2300个信贷

案例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吴淑琪 马丹、王伟佳

2021R408077 统计与数学学院 政府研发补贴减缓了R&D资本扭曲吗？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范嵩盈 陈钰芬

2021R408078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智慧在线教学平台 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郑哲翔 董黎刚

2021R408079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沉浸式摄影民宿——探索新型民宿的实践形式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史嘉丽 董科、杨欣

2021R408080 公共管理学院
人本回归视角下的养老设施空间布局优化——以浙江省嘉

兴市为例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秦如婳 李焕

2021R408081 公共管理学院
 从“仪表盘”到“操纵杆”：数字是如何为政府赋能增

效的？——以21个多层级数字驾驶舱为例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俞滨珏 赵恒、张丙宣

2021R408082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融合知识图谱与用户习惯的个性化教学技术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梅昕瑶 刘东升

2021R408083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农业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杨丽文 傅培华

2021R40808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一及复合抗生素污染胁迫下对水稻的生态毒性效应机制

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陈函梅 刘惠君

2021R40808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协同修复地下水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复合污染的BES-

PRB工艺开发及应用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金阿南 陈婷、戚圣琦

2021R408086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特征分析的对抗样本检测技术的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陈梦轩 邵俊、林昶廷

2021R408087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隐私保护数据聚合的智慧医疗平台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徐淑华 韩嵩、邵俊、洪海波

2021R408088 经济学院
疫情长期化下国际冷链物流企业风险防控及数字化提升研

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张洋洋 李怀政

2021R4080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省新高考改革3.0版方案实施情况调查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王英 詹真荣、熊乐兰

2021R408090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
基于强化学习的SDN链路故障恢复的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陈泱婷 王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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