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未结题项目一览表 

一、2016 年度立项未结题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ZB201601 王钱永 仪器设备购置论证及采购管理规范研究 宁波大学 

ZB201602 张志成 实训基地信息化管理规范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ZD201602 花扣珍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验室内涵建设与研究     杭州医学院 

ZD201605 唐  伟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型仪器共享管理系统的建设 浙江大学 

ZD201611 吴  昊 
基于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医学实验技术专业实验教

学的研究与改革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YB201603 汪  晟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实践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 

YB201606 王  娟 虚拟仪器在液压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 

YB201607 张  华 地方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湖州师范学院 

求真学院 

YB201615 黄海艇 高校实验室安全督查的计划管理体系构建 宁波大学 

YB201617 刘永芹 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室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 

YB201618 周鑫隆 
基于EHS系统的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研究——以

宁波工程学院为例 
宁波工程学院 

YB201619 季英瑜 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实验室开放管理改革 衢州学院 

YB201620 王国夫 协同创新视野下园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YB201621 裘  钧 
高校机械类专业数控技术实训课程标准化作业指导

书（SOP）建设 
台州学院 

YB201623 金新元 碎纸自动拼接实验研究：基于数学实训基地 
温州大学 

瓯江学院 

YB201624 陈忠孝 人体数字化 3D实物解剖标本交互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温州医科大学 

YB201625 翁志武 口腔医学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建设与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 

YB201626 周怀彬 基于 B/S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温州医科大学 

仁济学院 



 

YB201630 章  薇 实验室特种设备规范化管理探究 浙江大学 

YB201634 高生祥 
基于”6S”管理模式的高职机械类实训基地建设与管

理的研究与实践 

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B201636 崔大练 
开放实验室，培养生物类学生 3T 创新能力，提升学

生获得感 
浙江海洋大学 

YB201640 徐  晖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微生物学实验》之教学方

法改革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YB201641 徐弼军 开放式、研究性物理实验创新培养模式的探索 浙江科技学院 

YB201642 顾敏明 小型化嵌入式运动控制实验平台研制 浙江理工大学 

YB201643 陈昱宇 
基于师生共建的开放实验室管理模式研究——以独

立学院艺术设计类实验室为例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 

YB201645 王  峥 学科科研平台仪器设备共享机制的研究与探讨 浙江师范大学 

YB201649 董孔庆 
魔术演示与科学照应——探索《中小学科学实验研

究》课堂教学新元素的影响 
浙江外国语学院 

YB201653 李天一 
基于ISO质量标准提高基础医学实验室管理水平的研

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YB201655 陶永升 大学物理实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 

二、2017 年度立项未结题项目 

立项编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ZB201701 赵玉茹 提升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绩效的策略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WT201701 沈建国 
浙江省高职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ZD201701 樊  冰 高校实验室文化体系的构建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ZD201702 李战华 大学生体质健康在线干预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杭州师范大学 

ZD201703 赏莹莹 
基于校企合作的 BIM技术综合实验室共建及管理方

式探索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ZD201704 冯毅萍 面向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自动化实验教学研究  浙江大学 

ZD201705 沈建生 
以能力输出为目标的土木工程专业综合实验设计

与实践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 

ZD201706 张  禹 高职网络创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行与管理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ZD201707 孙世芳 柴油机实训检测系统开发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

技术学院 



 

ZD201708 王  维 工程教育背景下的金工实习课程改革 浙江海洋大学 

ZD201709 程霞英 生物学野外实习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 

ZD201710 陈  亮 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YB201701 刘丽丽 舰艇灯光通信仿真实验项目研究 公安海警学院 

YB201702 亓文涛 高校实验室危机调研与防范对策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YB201703 於  磊 高职现代商贸类校内综合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04 潘  红 
地方本科高校 IT创新创业实训基地建设探索与实

践 
杭州师范大学 

YB201705 唐美玲 电梯拖动实验室建设及应用管理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06 万双双 
病原微生物学检验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探索与

实践  
杭州医学院 

YB201707 孙来玉 纸基微流控分析器件的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 

YB201708 徐敏虹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验教学改革与管理研究

——以材料化学专业实验为例 

湖州师范学院 

求真学院 

YB201709 周宁武 
基于成人学习法则构建高职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

力评估模型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YB201710 王艳敏 PBL教育模式下的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 嘉兴学院 

YB201711 沈静飞 化工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嘉兴学院 

YB201712 刘俊英 
土建类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以嘉兴学院

南湖学院为例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YB201713 刘丽花 高职院校化学类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YB201714 吴文山 高校国有资产使用问题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YB201715 陈小元 地方高校多专业工科学院实验教师提升工程研究 丽水学院 

YB201716 张菲菲 智慧教室现状评价和对策研究 宁波大学 

YB201717 戴亚虹 新工科背景下“学践赛创”四位一体实践教学改革 宁波大学 

YB201718 狄宇春 基于文创产业驱动的数字媒体实验教学探索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YB201720 余利舰 基于经贸管理专业 ERP 实验教学模式设计研究 衢州学院 



 

YB201721 陈  磊 基于物联网技术构建的实验设备共享平台 衢州学院 

YB201722 俞樟森 
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及运行机制的研

究与探索 
绍兴文理学院 

YB201723 王林霞 
基于现代大型分析测试仪器的实验教学研究与改

革 
绍兴文理学院 

YB201724 张海波 基于机器视觉的计算机类实验室管理模式的研究 台州学院 

YB201725 李宏明 基于微格技术高校微课视频档案数字化建设研究 台州学院 

YB201726 王晓倩 
机电类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与运行研

究 
温州大学 

YB201727 范小芳 机能实验中心（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温州医科大学 

YB201728 赵李冰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实验室管理数字系统设计 浙江财经大学 

YB201729 伍伟国 虚拟现实技术在未来媒体影像创作中的运用研究 浙江传媒学院 

YB201730 丁秋萍 磁共振成像实验室的网络化规范化管理研究 浙江大学 

YB201731 向  珣 以“庭院园艺”为中心的园艺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浙江大学 

YB201732 张建良 微电网综合性仿真实验平台的设计与构建 浙江大学 

YB201733 俞恩军 基于微信二维码识别技术的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 

YB201735 周玉央 
“PBL”模式引导下的“翻转课堂”在环境监测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YB201736 王  莉 
通识教育视野下实验室文化的探索与实践——以

浙江工商大学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 

YB201737 曾淦宁 
基于 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海洋类专业实验教学体

系改革 
浙江工业大学 

YB201738 王  敏 高校化工实验室可操作性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 浙江海洋大学 

YB201739 赵仲飚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计算机机房建设与管理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

科学技术学院 

YB201740 孙园园 
物联网技术在实训室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浙

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41 宋明红 物联网专业创新型实践教学云平台的研究与开发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42 李俊波 
体育类开放实验项目对提高大学生健康状况影响

的研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例 
浙江科技学院 

YB201743 张芳芳 会计电算化与 ERP实训教学设计与改革研究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

学院 



 

YB201744 余建潮 应用创新券推动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的机制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YB201745 陈渭力 ARM实验教学板的开发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 

YB201746 伊力塔 
协同创新背景下林学类本科实验教学中心运行机

制构建 
浙江农林大学 

YB201747 何  涛 基于二维码的仪器设备运行管理系统研究与应用 浙江农林大学 

YB201748 王友华 
基于信息化的高职校内实训基地可持续发展研究

与实践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

学院 

YB201749 施方也 公选陶艺课程的教学探究与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 

YB201750 马升灯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 

YB201751 陈  秀 独立学院实验室管理体制与队伍建设的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 

YB201752 华冠萍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以国家

级服务外包实践基地为例 
浙江树人大学 

YB201753 胡峰俊 基于 VR/AR的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应用研究 浙江树人大学 

YB201754 吴琦灿 
SWH-CDIO-E模式下开放实验室学生自主管理的研

究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YB201755 王  雪 基于零故障理论的水利工程实训室安全管理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YB201756 胡浩亮 应用型高校智能化实验室综合管理建设 浙江万里学院 

YB201757 孙崇鲁 高职院校实验室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的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YB201758 申想真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实习基地建

设 
浙江音乐学院 

YB201760 关  旸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系统的研究与改进 浙江中医药大学 

YB201761 戴灵豪 高校科研实验室建设规范化的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YB201762 高雁凤 高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激励机制探索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YB201763 沈佳琰 
高校实验室用房定额核定、有偿使用、激励举措的

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附件 2： 

各高校课题管理系统用户名一览表 

（初始密码：123456） 

 

学    校 用户名 学    校 用户名 

浙江大学 10335 杭州医学院 13023 

浙江工业大学 10337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12869 

浙江师范大学 1034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2061 

宁波大学 11646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12878 

浙江理工大学 10338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302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0336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

职业学院 
16408 

浙江工商大学 10353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13025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344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4088 

浙江农林大学 10341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13853 

温州医科大学 10343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2645 

杭州师范大学 10346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3688 

温州大学 10351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029 

浙江财经大学 11482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12876 

浙江海洋大学 10340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1956 

中国计量大学 10356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12863 

浙江科技学院 11057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2036 

浙江警察学院 11483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2789 

浙江万里学院 10876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2791 

嘉兴学院 1035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2861 

湖州师范学院 10347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2865 

绍兴文理学院 10349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2871 

台州学院 10350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2867 

丽水学院 1035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12870 

衢州学院 11488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2866 

中国美术学院 10355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2862 

浙江传媒学院 11647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2864 

公安海警学院 1082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2872 



 

学    校 用户名 学    校 用户名 

浙江外国语学院 14275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13637 

宁波工程学院 11058 宁波大红鹰学院 1300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481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14206 

浙江音乐学院 14535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14207 

浙江树人学院 11842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3003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12792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0863 

温州肯恩大学 16405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10864 

宁波诺丁汉大学 1630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2790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13021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2874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13022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2875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3275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2877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1327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13746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3277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1264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13279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742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13280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14431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13282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14269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13283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2868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13284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3002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13285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13027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13286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13030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13287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3028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13288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14090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132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4089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13290 宁波教育学院 50559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13291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90001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13292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90002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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