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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研〔2019〕3 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表彰 2018 年研究生 
创新创业奖励获得者的通报 

 
各学院: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奖励实施办法》（杭师

大研〔2017〕4号）有关规定，经研究生个人申报，学院初审，

研究生院审核，决定予以常达等 132 人 2018年研究生创新创业

获奖者和王金辉等全体指导教师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师生珍惜荣誉，戒骄戒躁，不忘初心，再创佳

绩。同时，希望其他师生以获奖者和指导教师为榜样，刻苦钻

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关爱学生，为学校建设发展作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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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大贡献。 

 

附件：杭州师范大学 2018年研究生创新创业奖励获奖名单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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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 2018 年研究生创新创业奖励获奖名单 
一、 学术论文 

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1 常  达 教育学院 

Smoking Cessation with 20Hz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Applied to Two Brain 

Regions:A pilot study 

Frontier in Human 

Neuroscience 
JCR 二区 2000 

Caffeine Caused a Widespread Increase of Resting 

Brain Entropy 
Scientific Reports JCR 三区 200 

2 宋东辉 教育学院 

Reduced brain entropy b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healthy young adults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JCR 二区 2000 

Associations of brain entropy (BEN) to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fractional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in the resting brain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JCR 二区 2000 

3 赵  娜 教育学院 
Intra- and Inter-scanner Reliability of Voxel-Wise 

Whole- Brain Analytic Metrics for Resting State Fmri 

Frontier in 

Neuroinformatics 
JCR 二区 2000 

4 尚圆奇 教育学院 
Network-wise cerebral blood flow redistribution after 

20 Hz rTMS on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 

European Journal of 

Radiology 
JCR 三区 200 

5 杜幼红 教育学院 学前儿童在行为领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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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6 姜子豪 教育学院 
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的生涯规划教育 教学与管理 二级 400 

班级管理中的教师权威与学生自治：冲突与融合 教学与管理 二级 400 

7 谷  亚 教育学院 美德伦理学视域下师德建设的错位及归正 教学与管理 二级 400 

8 张  婷 教育学院 关于教师职业道德任职的三重区分 上海教育科研 二级 400 

9 方桂林 人文学院 
田沁鑫“禅意戏剧”探析——以《青蛇》《北京法

源寺》《聆听弘一》为例 
戏剧艺术 一级 4000 

10 周子怡 人文学院 
在多元解读中培养小学生的思辨力——赵志祥老师

群文阅读课例《狐假虎威》赏析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一级 4000 

11 王振锋 人文学院 无根之灵的孤独之旅——吴玄小说论 小说评论 二级 400 

12 王振锋 人文学院 
刀光剑影下的民族文化精魂——论老藤长篇小说

《刀兵过》 
小说评论 二级 400 

13 唐凯艳 人文学院 蔡仁初与蔡氏旅沪同宗会 山西档案 二级 400 

14 章晓伊 人文学院 “门庭”有朝廷的意思 语文建设 二级 400 

15 朱  琳 人文学院 《苏州园林》教学内容述评 语文建设 二级 400 

16 赵崇娟 人文学院 《骑桶者》叙述视角和人物行动分析 语文学习 二级 400 

17 尤  伟 理学院 
Superconductivity, Electronic Phase Diagram, and 

Pressure Effect in Sr1−xPrxFBiS2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JCR 三区 400 

18 问静怡 理学院 
Aquatic vegetation canopy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coverage percentages 

Journal of Applied 

Spectroscopy 
JCR 四区 400 

19 卢陈杰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Fluorescent Metallacage-cored Supramolecular Poly

mer Gel Formed by Orthogonal Metal-Coordination

and Host-Guest Interactions 

JACS JCR 一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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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20 徐洛楠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Metallacycle-Cored Supramolecular 

Polymers:Fluorescence Tuning by Variation of 

Substitu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JCR 一区 3000 

21 赵学文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Enhanced Interfacial Adhesion by Reactive 

CarbonNanotubes: New Route to High-performance 

Immiscible Polymer Blend Nanocomposites with 

Simultaneously Enhanced Toughness, Tensile 

Strength,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JCR 一区 3000 

22 赵婧馨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Micropore Geometry Manipulation by Macroscopic 

Deformation Based on Shape Memory Effect in 

Porous PLLA Membrane and its Enhance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JCR 一区 3000 

Gravity-driven ultrafast separation of water in oil 

emulsion by hierarchically porous electrospun 

Poly(L-lactide) fabrics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JCR 一区 3000 

23 颜  骏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NHC-catalyzed [4+2] cycloaddition reactions for the 

synthesis of 30-spirocyclic oxindoles via a C–F bond 

cleavage protocol 

Chem. Commun. JCR 一区 3000 

24 史鑫霞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Ruthenium(II)-Catalyzed Oxidant-Free  

Coupling/Cyclization of Benzimidates and 

Sulfoxonium Ylides to Form Substituted Isoquinolines        

Advanced Synthesis & 

Catalysis 
JCR 一区 3000 

Facile and efficient preparation of a-halomethyl 

ketones from a-diazo ketones catalyzed by iron(III) 

halides and silica gel 

Tetrahedron Letters JCR 三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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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25 陶晨蕾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Nonwoven fabric coated with a 

etraphenylethene-based luminescent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sensing of 

nitrobenzene and ammonia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JCR 一区 3000 

26 章吕烨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Chiral phosphoric acid catalyzed enantioselective 

N-alkylation of indoles with in situ generated cyclic 

N-acyl ketimine 

Chem.Commun JCR 一区 3000 

27 王秋燕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In situ chemical reaction-based matrix solid-phase 

dispersion of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compounds 

from Scutellariae radix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JCR 一区 3000 

28 王旖男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Photostable and biocompatible AIE-active conjugated 

polyelectrolytes for efficient heparin detection and 

specific lysosome labell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B 
JCR 一区 3000 

29 杨邱程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Micropore Geometry Manipulation by Macroscopic 

Deformation Based on Shape Memory Effect in 

Porous PLLA Membrane and its Enhance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JCR 一区 3000 

30 杜丽晶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Crown ether microfunctionalized carbon nanotubes for 

dispersive microsolid-phase extraction of sudan dyes 

and their metabolites 

Food Chemistry JCR 二区 2000 

Miniaturized solid-phase extraction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in honey and bovine milk using mesoporous 

MCM-41 silica as sorbent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JCR 二区 2000 

Rapid microwave-assisted dispersive micro-solid Journal of JCR 二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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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phase extraction of mycotoxins in food using zirconia 

nanoparticles 

Chromatography A 

Calixarene-Based Miniaturized Solid-Phase Extraction 

of Trace Triazine Herbicides from the Honey and Milk 

Samples 

Food Analytical Methods JCR 二区 2000 

Determination of aflatoxin M1 and B1 in milk and 

jujube by miniaturized solid-phase extraction coupled 

with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JCR 三区 200 

Carbon molecular sieve based micro-matrixsolid-phase 

dispersion for the extraction of polyphenols in 

pomegranate peel by UHPLC-Q-TOF/MS 

Electrophoresis JCR 三区 200 

31 顾森林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Interfacial designing of PP/GF composites by binary 

incorporation of MAH-g-PP and lithium  

bis(trifloromethanesulfonyl)imide: Towards high  

strength composites with excellent antistatic  

performance 

composi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CR 二区 2000 

32 叶翠翠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Precise inter-lamellar/inter-fibrillar localization and 

consequent fabrication of porous membranes with 

crystallization-modulated pore-size 

Ploymer JCR 二区 2000 

33 陈显杰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Dithienosilole-based small molecule donors for ecient 

all-small-molecule organic solar cells 
dyes and pigments JCR 二区 2000 

34 陈鑫鑫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Efficient synthesis of the key chiral alcohol Journal of chemical JCR 二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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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intermediate of Crizotinib using dual 

enzyme@CaHPO4 hybrid nanoflowers assembled by 

mimetic biominer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35 林志靖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Alkyl side-chain and fluorin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indeno[1,2-b]fluorenebased small-molecule acceptors 

for efficient non-fullerene organic solar cells  

dyes and pigments JCR 二区 2000 

36 颜  骏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N-Heterocyclic Carbene-Catalyzed Asymmetric 

Benzoin Reaction in Water 
JOC JCR 二区 2000 

37 章文雯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Accelerated Two-Phase Oxidation in Microdroplets 

Assisted by Light and Heat without the Use of 

Phase-Transfer Catalysts 

ACS Sustainable Chem. 

Eng. 
JCR 二区 2000 

38 顾峥烨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A BODIPY derivative for colorimetric fluorescence 

sensing of Hg2+, Pb2+ and Cu2+ 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ogic gates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JCR 二区 2000 

39 沈洁清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Unexpected brittleness: Does the major component in 

binary polymer blends always make sense? 
Polymer JCR 二区 2000 

40 徐洛楠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A fluorescent cross-linked supramolecular network 

formed by orthogonal metal- coordination and host–

guest interactions for multiple ratiometric sensing 

Polymer Chemistry JCR 二区 2000 

41 乔  丽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Remote radical halogenation of aminoquinolines with 

aqueous hydrogen halide (HX) and oxone 
Tetrahedron Letters JCR 三区 200 

42 余建云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Efficient promiscuous Knoevenagel condensation 

catalyzed by papain confined in Cu3(PO4)2 
RSC advance JCR 三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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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nanoflowers 

Dual-cycle immobilization to reuse both enzyme RSC advance JCR 三区 200 

43 王旖男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A Water-Soluble, AIE-Active Polyelectrolyte for 

Conventional and Fluorescence Lifetime Imaging of 

Mouse Neuroblastoma Neuro-2A Cells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PART A: POLYMER 

CHEMISTRY 

JCR 三区 200 

44 岑天勇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Flexible porphyrin cages and nanorings 
Journal of Porphyrins and 

Phthalocyanines 
JCR 四区 200 

45 章吕烨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三氟甲磺酸催化的 2,3'-二吲哚衍生物的合成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JCR 四区 200 

46 陈建香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L-吡咯烷功能化Zr(IV)金属有机骨架配合物的合成

和催化不对称 Aldol 反应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200 

47 史志坚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Anammox granule as new inoculum for start-up of 

anaerobic sulfide oxidation (ASO) process and its 

reverse start-up 

Chemosphere JCR 二区 2000 

48 徐佳佳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Short-term effects of nanoscale Zero-Valent Iron 

(nZVI) and hydraulic shock during high-rate anammox 

wastewater treat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CR 二区 2000 

Roles of MnO2 on performance, sludge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in anammox system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JCRR 二

区 
2000 

The revolution of performance, sludge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of anammox biogranules 

under long-termNiO NPs exposur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JCR 二区 2000 

49 陈倩倩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Insight into th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Science of the Total JCR 二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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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quinoline on anammox granules: Inhibition and 

acclimatization 

Environment 

50 王嘉慧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New QTLs identified for leaf correlative traits in rice 

seedlings under cadmium stress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JCR 三区 400 

51 朱海龙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ARIMA 与 SVM 混合模型的连续血压预测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200 

基于 GA-BP 神经网络的胎儿体重预测分析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200 

52 张艺超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心冲击信号的睡姿识别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二级 400 

53 闫  凯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Android 应用录制与回放工具设计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200 

54 祁  斌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关于自然语言交互中语音信号优化识别仿真 计算机仿真 二级 400 

55 潘婷婷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知识点与错误率关联的个性化智能组卷模型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200 

56 钮成明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微博文本情感倾向性分析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200 

57 姜  力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散文诗自动生成方法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400 

58 侯  颖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投影的三维打印模型纹理着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200 

59 高  翔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移动增强现实可视化综述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

学学报 
一级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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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60 付遥银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决策树的抑郁障碍预测模型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200 

61 冯  杰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RTD 的新型全加器设计 

太赫兹科学与电子信息

学报 
二级 200 

62 邓道举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 KPCA 和投影字典对学习的人脸识别算法 计算机系统应用 二级 400 

基于稀疏表达分类的人脸识别及算法对比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二级 200 

63 佟骏超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递归式多阶特征融合图像超分辨率算法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一级 2000 

64 柴  玲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Effects of Tai Chi on Self-Efficacy: A Systematic 

Review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一级 2000 

慢性病员工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和锻炼行为的研究进

展 
护理学杂志 二级 200 

65 方  锐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及其在医学研究建模中的应用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一级 4000 

66 张新宇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杭州市公立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客户满意度调查 中华医院管理 一级 2000 

67 陈文琴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医患双方利益诉求满意

度分析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一级 2000 

68 陈  洁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基于有限理性理论的患者满意度综合评价研究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一级 2000 

患者满意度测评问题的系统剖析与展望 中国医院管理 二级 200 

69 仲星光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参合农民利益诉求分析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一级 2000 

70 周雪阳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不同体重母亲喂养方式及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比较 中国公共卫生 二级 200 

母亲不同喂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蔬菜水果摄入的相 中国学校卫生 二级 200 



  ― 12 ―   

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关性分析 

71 肖  红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群组式围生保健模式及其在助产士门诊应用中的研

究进展 
护理学杂志 二级 200 

72 张秀珍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孕产妇配偶围产压力研究进展 护理学杂志 二级 200 

73 黄  柳 医学院（健康管理学院） 

Interactions between ALDH2 rs671 polymorphism and 

lifestyle behaviors o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risk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ith dyslipidemia: A guide to 

targeted heart health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JCR 四区 200 

74 魏  琪 美术学院 
论清代碑学的萌兴——翁方纲、王澍书学观的分合

为中心 
中国书法 一级 4000 

75 陈  灵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Palladium-catalyzed ring-opening of 

2-alkylenecyclobutanols: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of 

γ,δ-unsaturated ketones by C-C bond cleavage 

Advanced Synthesis& 

Catalysis 
JCR 一区 3000 

76 孙巧英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Enantioselective synthesis of axially chiral vinyl 

arenes through palladium-catalyzed C–H olefination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JCR 一区 3000 

77 孙丰娜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Pd-Catalyzed  Enantioselective 

Ring-Opening/Cross-Coupling and Cyclopropanation 

of Cyclobutanones 

Angewandte Chemie JCR 一区 3000 

78 袁  洋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Silicon-based Bulky Group_Tuned Parallel Kinetic 

Resolution in Copper-Catalyzed 1,3-Dipolar Additions 
Adv. Synth. Catal JCR 一区 3000 

79 郑祥辉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Disilanylene-bridged BODIPY-based D–σ–A 

architectures: a novel promising series of NLO 

chromophore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JCR 一区 3000 

80 余  波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Ligand-Controlled Inversion of Diastereo- and Organic Letters JCR 一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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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验室 Enantioselectivity in Silver-Catalyzed Azomethine 

Ylide−Imine Cycloaddition of Glycine Aldimino 

Esters with Imines 

81 龙鹏伟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Construction of Six-Membered Silacyclic Skeletons 

via Platinum-Catalyzed Tandem 

Hydrosilylation/Cyclization with Dihydrosilanes 

Adanced Synthesis & 

Catalysis 
JCR 一区 3000 

Palladium-catalyzed tandem allylic 

substitution/cyclization and cascade hydrosilylated 

reduction: the influence of reaction parameters and 

hydrosilanes on the stereoselectivity 

RSC Advance JCR 三区 200 

82 徐  辉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Temperature-Triggered Sensitive Resistance 

Transition of Graphene Oxide Wide-Ribbons Wrapped 

Sponge for Fire Ultrafast Detecting and Early Warning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JCR 一区 3000 

83 吴  谦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Efficient Flame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Sensors 

on Combustible Materials Using Hierarchical 

Graphene Oxide Silicone Coatings 

ACS NANO JCR 一区 3000 

84 强  飞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Facile synthesis of super-hydrophobic,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and mechanically flexible functionalized 

graphene nanoribbon/polyurethane sponge for efficient 

oil/water separation at static and dynamic state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JCR 一区 3000 

85 吕叶红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Volumetric and refractive properties of 

1,3,5,7-tetravinyl-1,3,5,7-tetramethylcyclotetrasiloxane 

with methoxybenzene, chlorobenzene, 

tert-butylbenzene and nitrobenzene at T = (298.15 to 

Journal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JCR 二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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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学术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等级 
研究生奖励

金额(元) 

318.15) K 

86 徐  剑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Reactions of an Isolable Dialkylstannylene with 

Propynoates and Benzyne 
Organometallics JCR 二区 2000 

87 袁  洋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Highly efficient desymmetrization of cyclopropenes to 

azabicyclo[3.1.0]hexaneswith five continuous 

stereogenic centers by copper-catalyzed [3 +2] 

cycloadditions 

Org. Chem. Front. JCR 二区 2000 

88 孙玉莉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Lewis Acid-Catalyzed Yne-Carbonyl Metathesis of 

Ynamides and Cyclobutanones: Facile Synthesis of 

Functionalized 

Asian J. Org. Chem JCR 三区 200 

89 吴徐芳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实

验室 

A Novel Nickel(II)-Schiff Base Coordination Bridged 

Polysilsesquioxane Prepara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Science of Advanced 

Materials 
JCR 三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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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论文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学位论文题目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1 王  浩 教育学院 
个体被试的形态学脑网络：连接模式、

拓扑组织和 重测信度  
浙江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王金辉 200 1000 

2 徐菁菁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常见中药的提取分离新技术研究  浙江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曹  君 200 1000 

3 陈倩倩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硫氰酸盐和喹啉对 anammox 颗粒污泥

的抑制作用  
浙江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金仁村 200 1000 

4 吴延平 
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

术实验室 
新型氟硼染料的合成与性质研究  浙江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卢  华 200 1000 

5 蒋  青 政治与社会学院 初中思想品德课问题链教学的策略研究 
全国第六届优秀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赵婷婷 200 1000 

6 朱雪霁 教育学院 
《开明国语课本》小学初级（1-8 册）

插图研究 

全国第六届优秀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张惠苑 200 1000 

7 俞飞丹 理学院 基于脑电的一年级学生数感研究 
全国第六届优秀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巩子坤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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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巧丽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基于 Rasch 模型的中学化学教师教学实

施能力测评的研究 

全国第六届优秀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论文 

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 
韦斯林 200 1000 

三、学科竞赛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1 钱丽娜 教育学院 2017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李  红 1000 8000 

2 俞姝轶 教育学院 2017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周  瓦 1000 8000 

3 陈  弘 教育学院 
2017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梅笑漫 500 2000 

4 张  芮 教育学院 
2018 年全日制教育硕士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程素萍 500 2000 

5 周晓优 教育学院 2018 年全日制教育硕士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周厚余 300 800 

6 钱艺蒙 教育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李  红 1000 8000 

7 邵晨倩 教育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周  瓦 1000 8000 

8 茹姿韵 教育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培育专

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吕  映 300 800 

9 王运弘 教育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一等奖 楼利高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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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10 陈  思 教育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楼利高 100 300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楼利高 100 300 

11 张又予 教育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楼利高 500 1000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楼利高 300 600 

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钱旭鸯 300 600 

中国旅游暨安防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

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一等奖 楼利高 500 - 

12 骆非凡 教育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楼利高 3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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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13 朱燕红 人文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

文）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叶黎明 300 800 

14 吴佩瑶 人文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

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优秀教学

设计奖 丁贤勇 100 300 

15 朱  琳 人文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

文）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优秀教学

设计奖 叶黎明 100 300 

16 顾冬梅 人文学院 第四届全国高校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

历史专业教学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历

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 
三等奖 丁贤勇 300 800 

12 骆非凡 教育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楼利高 300 600 

17 颜  倩 人文学院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剧目

奖 
黄爱华 100 450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导演

奖 黄爱华 
100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组织

奖 黄爱华 
100 

18 李倩倩 人文学院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剧目

奖 黄爱华 100 450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导演

奖 
黄爱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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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2018 杭州青年戏剧节（市级 一类比赛） 杭州文广演艺集团 最佳组织

奖 
黄爱华 100 

19 傅煜尧 外国语学院 
2018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省级 一类比

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二等奖 崔义平 300 600 

20 陈  燕 外国语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

语）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等奖 谢  萍 500 2000 

21 陈  薇 外国语学院 2018 年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

语）专业教学技能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等奖 钟振国 300 800 

22 金晓添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教学技能评比（省级 二

类比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二等奖 方  红 300 600 

23 华钰阳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教学技能评比（省级 二

类比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二等奖 方  红 300 600 

24 吴  怡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教学技能评比（省级 二

类比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二等奖 方  红 300 600 

25 陈晓群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教学技能评比（省级 二

类比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一等奖 方  红 500 1000 

26 祝弌琛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教学技能评比（省级 二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特等奖 方  红 8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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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类比赛） 

27 金晓添 外国语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

教学技能展示活动（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

学专业委员会 组织奖 钟振国 100 300 

28 朱子睿 理学院 2017 年“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国家级 一类比赛）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 三等奖 李安水 1000 8000 

29 王馨然 理学院 2017 年“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国家级 一类比赛）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 
三等奖 李安水 1000  

30 施  垚 理学院 
2017 年“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国家级 一类比赛）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 三等奖 李安水 1000  

31 竺琨媛 理学院 
浙江省第十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

大赛（省级 一类比赛） 浙江省教育厅 二等奖 丁  伟 500 2000 

32 孙  曦 
杭州国际服务工

程学院（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7 年浙江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省级 一

类比赛） 浙江省体育局 
甲组男双 

第六 罗立平 450 - 

33 王若楠 
杭州国际服务工

程学院（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8 国际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创新大赛

（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等奖 徐舒畅 100 300 

34 罗天任 阿里巴巴商学院 
第十二届 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国际大

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一类） 

国际 iCAN 联盟、教育部创

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和全球华人微纳米分子系

统学会 

二等奖 潘志庚 500 2000 

国 际 虚拟 现实 技术 及 应用 创新 大 赛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三等奖 潘志庚 100 300 



― 21 ―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学院 赛事名称 

(级别、类别) 主办单位名称 获奖 

等级 
指导教

师姓名 

研究生

奖励金

额(元) 

指导教

师奖励

金额

(元) 
（IVRTC2018）（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

国图像图形学会、中国仿

真学会 

国 际 虚拟 现实 技术 及 应用 创新 大 赛

（IVRTC2018）（省级 二类比赛）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中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等奖 潘志庚 100 300 

35 董妍哲 艺术教育研究院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书法篆刻 教育部 一等奖 夏一鹏 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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