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浙江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作者姓名 论文题目 一级学科名称 指导教师 申报单位

1 孙浩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苦橄岩和玄武岩的水含量及其对成因的制约 地质学 夏群科 浙江大学

2 韩阅 半桥LLC谐振变换器的共模噪声抑制方法研究 电气工程 吴新科 浙江大学

3 张艳杰 高通量筛选分阶段腱系诱导体系及组织工程修复策略的研究 基础医学 茵梓 浙江大学

4 许金涛 中国大陆IMERG降水产品精度评价与融合校正研究 农业资源与环境 史舟 浙江大学

5 黄小倚 基于乐景融合的 VLOG 智能生成系统设计 设计学 张克俊 浙江大学

6 雷军 蔡世松父子及其书画收藏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许建平 浙江大学

7 李澧 滑动弧等离子体用于CO2转化的实验研究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李晓东 浙江大学

8 孔琳琳 功能性天然色素纳米载体的设计与应用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陈东 浙江大学

9 刘蕾
大位阻手性氨基酸的合成及其在铱催化二茂铁不对称碳氢键氨基化反
应中的应用

化学 史炳锋 浙江大学

10 余涛 厌氧颗粒污泥钙化症结及控制技术研究 环境科学与工程 郑平 浙江大学

11 王田田 基于多域均衡的复杂装备能效优化设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机械工程 徐敬华 浙江大学

12 陈稼宁 柔性触觉传感阵列的滑移检测力学建模及其表面识别研究 机械工程 汪延成；梅德庆 浙江大学

13 庞高阳 面向共融机器人感认知的喷墨打印柔性传感器 机械工程 杨赓 浙江大学

14 韩晨阳 聚合物基微结构阵列的声模成形理论建模及局域化成形方法研究 机械工程 梅德庆；汪延成 浙江大学

15 令狐昌鸿 基于仿生可控界面粘附的磁控转印技术 力学 宋吉舟 浙江大学

16 陈思 中国原发性家族性脑钙化患者的遗传学研究 临床医学 罗巍 浙江大学



17 杨帆 抗H7N9禽流感病毒HA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初步应用 临床医学 吴海波 浙江大学

18 赖嘉俊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空间思想层次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同舫 浙江大学

19 朱素素 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水稻主要病害早期检测及其模型构建 农业工程 冯雷 浙江大学

20 陈琦 基于文本挖掘构建疾病—基因非编码RNA 关系数据库 生物学 陈铭 浙江大学

21 周凌霄 基于深度学习的路网短时交通流预测 土木工程 陈喜群 浙江大学

22 李鑫悦 基于数据挖掘的教学建筑群空调用能分析及短期能耗预测 土木工程 陈淑琴 浙江大学

23 武则堃
中国德语专业大学生议论文写作中连接词 的使用情况 —— 一项基于

动态系统理论的语料库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李媛 浙江大学

24 陈静 社会关系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存储机制 心理学 沈模卫；周吉帆 浙江大学

25 张鹤 褐飞虱鞘磷脂合酶和鞘磷脂酶同源基因的功能研究 植物保护 祝增荣 浙江大学

26 刘军 种子相关的若干过氧化物酶体和线粒体蛋白的功能和定位研究 作物学 关亚静；潘荣辉 浙江大学

27 王恺岑 长双歧杆菌R0175对D-半乳糖胺诱导的大鼠急性肝衰竭的保护作用 临床医学 李兰娟 浙江大学

28 贾慧琼
全基因组测序在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体外药物敏感性预测中的
作用研究

临床医学 阮陟 浙江大学

29 孙嘉弟 水体毒素与口腔癌标志物的快速检测生物传感器及其应用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 王平 浙江大学

30 张家琛 用于电磁干扰诊断的近场-近场变换算法研究 电子科学与技术 魏兴昌 浙江大学

31 孟宪令 移动边缘网络中的低时延计算卸载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王玮 浙江大学

32 管晓帆 纳米二氧化钛对泥蚶血细胞吞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畜牧学 刘广绪 浙江大学

33 王雪玲
中国地方政府间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34个国内主要

城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分析
公共管理 陈丽君 浙江大学

34 董泽宽
食品安全事件的出口溢出效应研究——以中国出口日本的“毒菠菜”和“
毒饺子”事件为例

农林经济管理 金少胜 浙江大学

35 曾羽 20世纪纽约城市“涂鸦”变迁——以“空间媒介”为中心的阐释 新闻传播学 李东晓 浙江大学



36 杨浩月 正马尔科夫跳变系统的非脆弱控制 控制科学与工程 张俊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7 郑玉雨 我国省域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 段显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8 常清俊 迭代重心坐标 数学 邓重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9 赵晨子 基于外插脉冲响应技术的低复杂度正交镜像两通道滤波器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知劲；王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40 柴星杰 基于镍基纳米催化剂自支撑电极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亮 浙江工业大学

41 张迪 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变革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工商管理 王黎萤 浙江工业大学

42 方镭 多元Au基合金/团簇催化水煤气变换反应机理的理论研究 化学 夏盛杰 浙江工业大学

43 朱国栋 超分子作用在均孔膜成膜过程中的应用及机理研究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从堦 浙江工业大学

44 郑婉珍 纳米碳基非贵金属电极催化CO2还原的性能与机理研究 环境科学与工程 何锋 浙江工业大学

45 赵磊 磁悬浮球系统滑模控制方法研究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俞立 浙江工业大学

46 蒋晓奔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医学图像去噪方法 控制科学与工程 金燕 浙江工业大学

47 徐梦苑 UVC/过硫酸盐和UVC/氯工艺降解水中典型PPCPs 土木工程 马晓雁 浙江工业大学

48 鲁良叶 非线性队列系统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策略研究 控制科学与工程 何德峰 浙江工业大学

49 乔进 引力理论的高阶导数项对暴涨功率谱和引力波的影响 物理学 朱涛 浙江工业大学

50 冯文灏 基于去耦策略和预警保护机制的相互依存网络鲁棒性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旭华 浙江工业大学

51 李想 导电聚苯胺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和吸波性能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朱曜峰 浙江理工大学

52 李施 SnO2基透明p-n结的制备及其光电转换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超荣；潘佳奇 浙江理工大学

53 胡亚新 AIE聚合物纳米粒子的发光行为调控、表面修饰及应用研究 纺织科学与工程 曹志海 浙江理工大学

54 姚诚凯 石墨相氮化碳纳米片的功能化改性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化学 董晓平 浙江理工大学



55 李娟娟 ALA缓解向日葵列当对向日葵的侵染和镉胁迫下的调控作用 生物学 许玲 浙江理工大学

56 陈锦超 基于近红外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小麦粉掺杂检测研究 仪器科学与技术 傅霞萍 浙江理工大学

57 张守志 金催化含金全碳偶极子的环加成反应研究 化学 缪茂众 浙江理工大学

58 盛成皿 竹质光热转换材料制备及其在太阳能海水淡化的应用研究 林业工程 金春德 浙江农林大学

59 林嘉禾 癫痫患者撤药后复发风险预测模型的验证性研究 临床医学 徐惠琴 温州医科大学

60 李青云 小分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其在 H2S 和 CN-检测上的应用 药学 叶晓霞 温州医科大学

61 莫佳颖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同源1刺激雄性大鼠睾丸间质细胞再生 临床医学 葛仁山 温州医科大学

62 林甲亮 Parkin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在椎间盘退变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临床医学 王向阳 温州医科大学

63 闻向晖 祛浊通痹方对痛风“肠道菌群-SCFAs-GPR43”通路的作用机制研究 中医学 温成平 浙江中医药大学

64 陈剑舜 近2000年来东亚季风演化特征的浙中石笋记录 地理学 朱丽东；段福才 浙江师范大学

65 陆雯
CoSx基纳米复合电极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固态混合型超级电容器性能

研究
化学 钟依均；胡勇 浙江师范大学

66 郑燕燕 论日本耽美小说中的“女性缺席”现象 外国语言文学 徐微洁 浙江师范大学

67 苏子宸 温州鼓词阮派唱腔艺术研究 音乐与舞蹈学 郭克俭 浙江师范大学

68 潘世达 窑口与道光朝前期的鸦片走私研究 中国史 陈国灿；于逢春 浙江师范大学

69 程雅菲 主流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启动、运行特性及优化策略 生态学 金仁村 杭州师范大学

70 赵成涛 N-杂环卡宾催化γ-氯代烯醛合成手性环己烯酮的反应研究 化学 钟国富 杭州师范大学

71 宋丹霞 具有互惠捕获的捕食-食饵系统的稳定性与斑图动力学 数学 宋永利 杭州师范大学

72 赵志远 铑催化1,1-二取代环丙烯的去对称化硅氢加成反应研究 化学 徐利文 杭州师范大学

73 陈珠 含稀土多孔材料负载贵金属纳米晶催化剂上VOCs催化燃烧性能的研究 化学 左树锋 绍兴文理学院



74 姚鑫容 基于钯催化的串联反应构建二芳基并[c,e]吖庚因衍生物的合成研究 化学 胡茂林 温州大学

75 徐粤婷 改进飞蛾火焰优化算法及其在特征选择问题上的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慧灵 温州大学

76 李艳娇 磁微极流体方程组的吸引子与统计解 数学 赵才地 温州大学

77 王艺 《文心雕龙·论说》中“论”之“般若”“圆通”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孙蓉蓉 温州大学

78 柴路路 MOFs衍生的氮掺杂复合碳材料制备及应用 化学 李欢 温州大学

79 郭梅婷 《只流清气满乾坤——王冕墨梅作品探究》 美术学 韩璐 中国美术学院

80 杜研 从王相摹刻《砚史》看中晚清文人的嗜砚趣味 艺术学理论 范景中；万木春 中国美术学院

81 王佐 基于机器人植入人工耳蜗的耳蜗几何形态术前评估 控制科学与工程 黎建军 中国计量大学

82 程威 基于光子晶体平板的太赫兹传感方法研究 控制科学与工程 秦坚源 中国计量大学

83 朱天瑜 一种新型被动锁模光纤激光器输出特性研究 光学工程 王东宁 中国计量大学

84 郭飞鸽 高管学术经历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工商管理 李连华 浙江财经大学

85 陈铭洲 不确定环境下电动物流车路径优化模型及算法研究 统计学 张帅；张文宇 浙江财经大学

86 杨越 搜索引擎平台封锁行为的反竞争效应研究 应用经济学 唐要家 浙江财经大学

87 宋杨 不同干预方式对业余篮球运动员赛后下肢恢复影响的研究 体育学 顾耀东 宁波大学

88 孙铭阳 认知无线电中的频谱感知与资源分配方法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金明 宁波大学

89 宣丽霞 利用指示浮游细菌定量评价浙江近海污染程度 海洋科学 熊金波 宁波大学

90 刘婷婷 TiS2 储能材料的构筑及其电化学性能 化学 舒杰 宁波大学

91 陈燕婷 超高压协同热处理对带鱼鱼糜凝胶品质的影响及其机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杨文鸽 宁波大学

92 叶茜茜 复杂网络的拓扑指标研究——偏心距离与本征时间 数学 奚李峰 宁波大学



93 刘吉卿 刺参亲环素A调控体腔细胞凋亡机制初探 水产 李成华 宁波大学

94 陶家玉 二语作格动词语义加工中的具身效应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于善志 宁波大学

95 王鑫 校外培训机构广告语的措词研究 教育学 熊和平 宁波大学

96 韩笑 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径研究 ——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 政治学 李晓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97 王迪 基于船载动态GNSS数据的电离层TEC研究与应用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罗孝文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98 王春蕾
顺式联苯菊酯对映体对H295R细胞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的选择性干扰

效应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吴南翔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备注：本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