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负责人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申报类别

1 杨军 LZ19H260001 RCC2蛋白新功能的鉴定及分子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2 李勇进 LD19E030001
双连续高分子纳米合金的形成机制、结构调控及
性能研究

重大项目

3 张子柯 LR18A050001 复杂网络重构及计算传播方法 杰出青年项目

4 隋新兵 LR18H160001
KDM6A调控的异源自噬在感染相关性膀胱癌化学
预防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杰出青年项目

5 俞志明 LY19C020002
拟南芥Flowering Locus T mRNA长距离移动机制
研究

探索项目Y

6 胡潭高 LY19D010004 顾及复杂地表信息的城市暴雨内涝情景模拟研究 探索项目Y

7 王付群 LY19F020019 属性基全同态加密的构造 探索项目Y

8 濮小英 LY19G030022
基于激励相容视角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
和内部薪酬政策研究

探索项目Y

9 尹思露 LQ19A010006
两维弹性力学方程组解的整体存在性及其相关研
究

探索项目Q

10 高岭
LGC19H20000

1
基于多重实时荧光定量RT-PCR的登革热病毒检测
方法的建立

分析测试项目

11 宋永利 LY19A010010 时滞耦合系统的高余维分支、同步及相关动力学 探索项目Y

12 叶伟 LQ19B010001
p-型溴氧铋纳米片负载单原子钌用于光电化学固氮
反应研究

探索项目Q

13 何济位 LY19A010011 不变子代数的奇点表示和Poisson整序 探索项目Y

14 黄银华 LY19B020005
新型手性铑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及其在不对称催
化中的应用

探索项目Y

15 张坚 LY19B020006
导向基作用下烯烃alpha位C-H键的官能化反应研
究

探索项目Y

16 陈哲皓 LY19C150005
黄瓜花芽分化和性别决定过程中差异表达
microRNA的功能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17 于浩斌 LQ19A010007 渐近平坦流形的等周问题研究 探索项目Q

18 尹官武 LQ19B040001
主链螺旋构象可控的手性螺旋聚取代苯乙炔的合
成及不对称催化性能研究

探索项目Q

19 陈微微 LY19C150006
DNA甲基转移酶SlMET1抑制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
种子胎萌的表观遗传机制

探索项目Y

20 杨文君
LGF19H16001

5
脂肪肝癌变中RBBP4调控肿瘤干细胞的干性维持
机制

社会发展

需填报年度进展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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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曹亦菲 LY19H260002
MAPK相关信号通路介导的AQP9磷酸化对砷抗肿
瘤耐药性的调控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22 严彩萍 LQ19F020004 图像篡改检测与定位算法研究 探索项目Q

23 李志芳 LY19B020007
新型硅基路易斯碱对的合成及其在小分子活化中
的应用

探索项目Y

24 袁庆曙 LY19F020020 复杂三维打印对象的投影动态上色技术研究 探索项目Y

25 夏羽 LQ19A010008 基于压缩感知的盲反卷积问题理论及应用 探索项目Q

26 刘雪娇 LY19F020021 面向车联网的跨RSU信息分发安全技术研究 探索项目Y

27 卫秋慧 LQ19C020002
“浙八味”道地药材温郁金的高产多抗新品种创制研
究

探索项目Q

28 宋杨
LGD19H26000

1
宫内砷暴露诱发ABCA1甲基化致Apo E-/-仔鼠动脉
粥样硬化及叶酸的干预研究

实验动物项目

29 胡治国 LY19C090001 ADHD儿童的情绪调节异常及其脑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30 沈晨佳 LY19C160001
红豆杉雌雄株差异表达因子R2R3-MYB44和
R2R3-MYB67参与紫杉醇合成的调控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31 裴勇兵
LGG19E03000

7
面向复杂环境的超疏水-超亲水可转换油水分离材
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工业

32 康艳华 LQ19C080001
HBXIP介导的TBK1泛素化修饰调控的分子机制及
其对抗病毒免疫的调节作用研究

探索项目Q

33 张皓 LQ19G030010
基于复杂系统方法的家庭医生“签而不约”问题建模
及控制研究

探索项目Q

34 谭舟 LY19C090002
天然产物葫芦素D抗胶质母细胞瘤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

探索项目Y

35 赵铁洪 LY19A010012 复双曲（非）算术群与曲面群的形变理论 探索项目Y

36 王欢欢 LY19H260003
iRhom2/ADAM17在胶质细胞激活对环境PM2.5慢
性暴露致神经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37 王园朝
LGN19B05000

1
基于原位衍生纸喷雾质谱方法快速批量检测食品
中痕量脂肪醛残留

农村农业

38 唐娟 LQ19C030002
PPARγ介导的自噬过程对新型含氮消毒副产物诱
导的黑斑蛙雄性生殖毒性的调控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Q

39 沈珊瑚 LQ19F040006 基于机器学习的掩模综合计算光刻技术研究 探索项目Q

40 周婷 LY19C200010
采后病原菌Penicillium expansum发育过程中
lncRNA的鉴定及功能分析

探索项目Y

41 王利琳 LY19C020003
基于配子体发生及胚胎发育过程的珍稀濒危植物
天目铁木致濒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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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李冬 LY19F020022
跨社交网络的语义同步群体挖掘与群体行为预测
研究

探索项目Y

43 盛春荠
LGC19B05000

8
基于衍生化的液质联用分析食品包装材料中的二
氨基甲苯及异构体

分析测试项目

44 刘海建 LY19D010005 基于国产高分遥感数据的林业生态研究 探索项目Y

45 朱杉 LY19C020004 拟南芥钙介导病原菌感受基因EIC1的功能研究 探索项目Y

46 王奔
LGF19F02001

1
美丽城镇垃圾三化（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一站式综合物联平台研究

社会发展

47 余玲 LQ19E030015
高激子利用的聚集诱导增强型热致延迟荧光材料
的设计、合成及性能研究

探索项目Q

48 郑辉 LY19B060007
基于铁基催化剂的可见光活化CO2构建含氮杂环
的研究

探索项目Y

49 张玲玲
LGD19H03000

1
肝脏特异性敲除TMEM30a导致原发性肝细胞癌的
机制及模型应用研究

实验动物项目

50 方云霞 LY19C130001 水稻早衰基因LMES3的克隆与功能研究 探索项目Y

51 钟雪晴 LQ19H030002
黄芩苷调控巨噬细胞M1/M2极化治疗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炎及内质网应激相关机制的研究

探索项目Q

52 黄宝成 LQ19E080015
城市污水中有机碳的强化生物富集及功能化应用
拓展研究

探索项目Q

53 黄浩 LQ19C090001
TMEM98对少突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化调控的研
究

探索项目Q

54 谢斌
LGF19D01000

2
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共享单车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研
究-以摩拜单车为例

社会发展

55 王泽 LZ15H180001 基于脑成像的吸烟复发预测研究 重点项目

56 陈岗 LY16D010005
关联性文化景观旅游者摄影的空间模式及其形成
机制研究——以世界遗产杭州西湖为例

探索项目Y

57 杨德业 LZ16H020003
miR-122在心脏发育中调控心肌细胞凋亡的角色研
究

重点项目

58 祝宇红 LY16A040009
离子环境中核糖核酸假结分子的结构特征与热力
学特性研究

探索项目Y

59 裴真明 LZ16C020001 GLRs调控酸雨危害天目山柳杉的分子机理 重点项目

60 赵晓枫 LY17C090006
TAPP1在少突胶质细胞分化及髓鞘化过程中的作
用研究

探索项目Y

61 皮二旭 LY17C020004 转录因子GmMYB130对大豆耐盐响应的调节机制 探索项目Y

62 冯新江 LY17E030004
芳硅基取代双极性蓝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白光
有机发光二极管研究

探索项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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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范汉东 LY17H160046
HLA-C在IL-24选择性抑癌信号通路中的作用及其
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

探索项目Y

64 楼妍 LQ17H160014
基于M-Health服务的肺癌生存者自我管理支持研
究

探索项目Q

65 舒立金 LY17B020006 有机纳米空腔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探索项目Y

66 单振宇 LY17F020017 ITS中城市路网拥堵传播机制的建模研究 探索项目Y

67 项洁雯 LY17G03002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机制优化及缴费
激励模型研究

探索项目Y

68 卢哲 LY18H160060
肺癌相关巨噬细胞极性转化中TLR4-TRAF6-
mROS通路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69 狄春红 LQ18H190003
LANA/let-7a/RBP-Jκ信号通路在KSHV潜伏感染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Q

70 杨俊林 LY18H090014
星形胶质细胞重编程为少突胶质细胞用于髓鞘修
复的研究

探索项目Y

71 戴忠敏 LY18C090009
Ngn2介导的WNT信号通路抑制少突胶质细胞生成
研究

探索项目Y

72 刘辰 LQ18H110001 银屑病中NMD途径对areg基因的表达调控机制 探索项目Q

73 张媛媛 LQ18H020006
脊髓电刺激抑制心梗后神经重构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探索项目Q

74 沈忠华
LQY18G03000

1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管理决策的信息与隐私安全问
题研究

探索项目Y

75 黄国庆
LGF18H18001

4
声速匹配组织量化技术联合CK-18量化评价
NAFLD的初步研究

社会发展

76 柯强 LY18H020014
Lp(a)激活PAK5损伤血管内皮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的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77 曹建 LY18B020013 钯催化四元环化合物的不对称开环扩环反应 探索项目Y

78 李为民
LGF18H16003

6
褪黑素介导NF-kB促胃癌细胞凋亡及内质网应激相
关机制研究

社会发展

79 胡超 LQ18C090004 个体智慧的发展与因果错觉的证伪 探索项目Q

80 张飞豹 LY18B040003
二噻吩并锗咯的骨架拓展衍生物：分子设计、合
成及其光伏性能研究

探索项目Y

81 谢冰花 LQ18C090005
DDR1在中枢神经系统髓鞘化及髓鞘再生过程中的
作用研究

探索项目Q

82 韩筱璞
LGF18F03000

7
社群结构和个体行为特性影响下的社会趋势挖掘
与引导控制策略研究

社会发展

83 高鹏 LY18E020010 纳米碳的金属（钛、钴）杂化及储氢 探索项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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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赵丽 LY18E030005
硅烷分子与二相粒子协效调控3D石墨烯复合材料
电阻力敏性能及其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85 刘志方 LY18C090002
中文阅读中字词加工的年老化研究：眼动与脑电
证据

探索项目Y

86 李安水 LQ18A010007 基于ABC方法的隐马尔可夫图模型的统计推断 探索项目Q

87 韩征 LY18A010025
非线性Klein-Gordon方程和Schrödinger方程解的
（几乎）整体存在性

探索项目Y

88 李博 LQ18B030007
用于二氧化碳还原制甲醇连续反应的高效介孔金
属有机多相催化剂的研究

探索项目Q

89 陈大竞 LY18H180009 薄纸型多孔微流体生化快速检测传感器 探索项目Y

90 杨燕君 LY18H280012
参与UV-B诱发杭白菊黄酮合成信号途径的小RNA
研究

探索项目Y

91 王建峰
LQY18H19000

1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VI型分泌系统的毒力调控机
制研究

探索项目Y

92 曹君
LGF18H28000

6
基于电化学-质谱生物模拟的中药山楂仿生代谢技
术的应用研究

社会发展

93 郭庆学 LQ18C030003
干旱梯度下杉木与木荷种内与种间竞争作用动态
变化

探索项目Q

94 万俊华 LY18B020014
基于吡咯并吡咯二酮(DPP)的高效非富勒烯小分子
受体的设计合成

探索项目Y

95 王品 LQ18D010007
气象指数保险视角下基于机理模型的高温热害对
浙江省水稻产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Q

96 王志国 LY18H250002
hnRNP A2*对人类端粒G-四链体的解折叠机制研
究

探索项目Y

97 倪君 LY18C060008 谷氨酸受体家族调控水稻钙离子信号的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98 吴连斌
LGG18E03000

7
线圈骨架用硅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工业

99 何田 LQ18B040001
通过金属配位驱动自组装制备具有AIE效应的荧光
超分子聚合物凝胶

探索项目Q

100 连福治 LY18H260001
蛋氨酸限制通过PP2A-mTOR-TFEB信号通路诱导
自噬的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101 赖童飞 LY18C150009 SlUre基因调控番茄果实成熟的分子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102 张烨 LY18C090010 视觉系统中汉字识别的神经特异性研究 探索项目Y

103 刘江 LY18C070001
Ufmylation修饰调控肿瘤抑制因子p53的分子机制
及生物学功能研究

探索项目Y

104 洪玉 LY18H260002
重组人神经突起生长因子通过notch信号通路调控
听力损失毛细胞再生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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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陈功星
LGF18H29000

2
热蛋白质组技术分析榄香烯脂质体作用非小细胞
肺癌的分子靶点

社会发展

106 刘训言
LGN18C02000

5
番茄干旱感受器相关基因LeOSCA1的克隆和功能
研究

农村农业

107 刘秒 LQ18C030004 氮素对镉胁迫下青杨雌雄差异性的调控机制 探索项目Q

108 姜杰凤
LGG18E05001

8
基于机器视觉的高锁螺母智能安装机器人末端执
行器研发

工业

109 毛宏颖 LY18F010019
基于表面电荷转移石墨烯的可控功能化及其在有
机光伏器件中的应用

探索项目Y

110 吴晓华 LQ18C090006
PtgIr标记的内脏感觉神经元的分布及其在内脏痛
形成中的作用研究

探索项目Q

111 申薇 LQ18C090007
中文听觉词汇识别中语素的认知加工机制及其时
间进程

探索项目Q

112 刘闯 LY18A050004
在线社会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模式与动力学建模研
究

探索项目Y

113 冯骏 LQ18C090008
聋人理解书面汉语时是否存在“名动分离”的脑电机
制？

探索项目Q

114 和苗苗 LY18D010007
土壤活性铁驱动干湿交替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的
微生物机制研究

探索项目Y

115 陈飞 LY18C130009 水稻高温敏感调控因子hs1的分离及功能研究 探索项目Y

116 吴晓梅 LY18C050005
拟南芥基因组水平的蛋白质共进化网络的构建和
分析

探索项目Y

117 曾晓飞 LY18B020015
铱催化的不对称烯丙基取代反应的配体设计合成
与应用

探索项目Y

118 徐飞 LY18C110002
Calpain3关联dysferlin蛋白对EIMD后肌膜损伤及
修复的作用及机制

探索项目Y

119 王丽萍 LY18H160061
基于医院-社区-家庭延续护理模式的乳腺癌化疗间
歇期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及评价研究

探索项目Y

120 王少华 LQ18C170003
应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进行蚕丝产量部
分相关功能基因的研究

探索项目Q

121 胡健饶 LY18C040005
驱动蛋白KIFC1和KIFC3在东方蝾螈精子顶体形成
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探索项目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