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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高师培字〔2022〕3 号 

 

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
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验收结题 

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了加强对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

企合作项目的管理，确保教师去高水平大学研修、去行业企业实

践锻炼取得实际成效，受省教育厅委托，现就2016—2021年国内

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验收结题

工作通知如下： 

一、结题范围 

2016—2021年立项的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

师校企合作项目。其中，2016—2017年立项未结题的须在本次完

成结题，否则将作撤项清理（名单见附件3）。 

根据省厅要求，为切实提升项目实施成效，自2022年起，省

厅将结合各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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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年度未结题情况酌情核减其下一年度立项数。 

二、结题要求 

1．项目结题成果的形式须与立项《申请书》“预期成果形式”

中列明的内容一致。 

2．结题成果的时间界定为立项后至递交结题材料截止时间前。 

三、需报送的结题材料 

1．《浙江省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

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报告》（附件1）一式三份。 

2．佐证材料1份。不同类型成果，均需提交相应的经单位审

核并盖章确认的证明材料，具体如下： 

（1）论文 

论文成果须公开发表，且项目负责人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发表至少1篇；如预期成果为多篇论文，其他论文也可以是课题

组成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内容与本课题研究相关，

且标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论文可提交复印件1份，但需完整、清晰，经与原件核对一致，

并在目录、正文做好标注。其中： 

①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论文应附封面、目录、正文和封底； 

②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的或论文集上的论文和被SCI、EI、

ISTP、SSCI等收录的须附有相关部门收录证明； 

③在线发表、光盘的论文须附学校成果认定证明。 

（2）著作/教材等出版物 

正式出版物1份，并明确注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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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报告 

①正式的研究报告文本； 

②明确有采纳要求的，须提供采纳证明。 

（4）软件系统 

以下形式之一： 

①正式登记的软件著作权； 

②软件系统光盘及说明书，同时附上测试报告或使用说明。 

（5）专利 

①预期成果要求授权的，须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项目负责

人至少作为合作发明人；  

②预期成果要求申请的，须提供正式的申请受理材料及项目

负责人作为合作申请人的材料。 

3．注意事项。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结题： 

（1）提交的成果形式、数量未达到立项申请书中的预期成果； 

（2）提交的成果内容明显与项目研究无相关性； 

（3）论文未正式发表（含录用通知、清样稿、网上打印稿）； 

（4）标注的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未在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登记备案。 

四、材料报送及时间要求 

结题材料纸质稿须于2022年5月5日前寄送至浙江省高等学校

师资培训中心，并将结题汇总表（附件2）电子稿发送至指定邮箱。

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个人可提出书面申请经单位同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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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由单位主管部门于2022年6月1日前统一提交至浙江省

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审批，逾期不再办理。 

联系人：郑晓红  0579-82282448 

        傅新忠  0579-82282447 

E-mail：fxfg@zjnu.cn 

邮寄地址：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浙江师范大学行

政中心北楼415室）。 

 

 

附件：1．浙江省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报告 

2．浙江省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汇总表 

3．2016—2017年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

程师校企合作项目未结题项目汇总表 

 

 

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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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负责人（签名）：  

所在学校：  

访问单位：  

联系电话：  

 

 

 

浙江省教育厅 

二○二二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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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及成果形式 

 

研究开展情况及成果数量 

 

 

 

 

 

 

 

 

 

 

 

 

 

 

 

 

 

 

 

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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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意见： 

 

□同意结题 

□材料不完备，建议补充材料后结题 

□成果未达到结题要求，建议延期结题 

□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论文 著作/教材 研究报告 软件 专利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止时间 预期成果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浙江省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汇总表

单位名称(章)：              

成果形式及数量（若无则空白）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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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选派学校 访问单位 导师 立项年份

1 FX2016008 基于医教结合背景下特殊教育辅助技术应用能力素养的研究 潘振锋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王永固 2016

2 FX2016010 新世纪推知美学与先锋艺术之关系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科院 高建平 2016

3 FX2016016 浙江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体育干预措施与效果研究 程磊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潘慧炬 2016

4 FX2016020 媒介生态学视阈下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 李怡慧 浙江海洋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敏 2016

5 FX2016022 水产学科研究前沿追踪：科学计量学分析 张红燕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万跃华 2016

6 FX2016031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以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为视角

李意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惠勤 2016

7 FX2016039 区块链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与运作机理研究 张萍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大学 金雪军 2016

8 FX2016048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 周宇岚 嘉兴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刘晓 2016

9 FX2016052 浙江省外资撤离的经济影响和应对措施研究 王凯 丽水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大学 顾国达 2016

10 FX2016054 基于TPB理论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效评价研究 郑聪霞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 马建青 2016

11 FX2016071 汉语复合词空间性特质演绎及翻译研究 姚晓光 台州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文斌 2016

12 FX2016072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下的英语复合句的结构及其汉译 吴小梅 台州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文斌 2016

13 FX2016074 基于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的乐商培养 陈海霞 台州学院 浙江大学 周星 2016

14 FX2016075 “乡愁”意境下的古村落文化品牌设计——以临海孔坵为例 林海 台州学院 同济大学 王荔 2016

15 FX2016076 ZIFs/聚酰胺纳米复合反渗透膜结构调控和性能研究 黄健 丽水学院 浙江大学 徐志康 2016

16 FX2016078 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硫化物电解质的湿化学合成技术研究 周传仓 丽水学院 浙江大学 潘洪革 2016

17 FX2016079 PEPV涡旋光束光学捕获的研究 陈立 丽水学院 浙江大学 赵道木 2016

18 FX2016086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环保话语中的积极隐喻研究 常军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宁波大学 丛迎旭 2016

19 FX2016087 新时期以来文论教材中“文学定义”研究 尹传兰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朱国华 2016

2016—2017年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未结题项目汇总表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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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选派学校 访问单位 导师 立项年份

20 FX2016088 多层数控裁床过窗剪裁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刘耀林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大学 杨庆华 2016

21 FX2016092 网络直播的规制研究 胡雪瑾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陆高峰 2016

22 FX2016095 船用LNG双燃料发动机燃烧与排放特性仿真研究 蒋更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 胡以怀 2016

23 FX2016126 监禁下的未成年犯教育救济研究 薛珮琳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大学 姚先国 2016

24 FX2016127 微观痕迹在古陶瓷鉴定中的有效性探索 金信苗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清华大学 杨金龙 2016

25 FX2016132 杭州地面公共交通尾气减排技术研究 沈萍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董红召 2016

26 FX2016037 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魏强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杨明 2016

27 FX2016038 城市治理中无补偿性财产权限制研究 崔兰琴 浙江工商大学 北京大学 薛军 2016

28 FX2016137 多菌种混合发酵酿造杨梅果酒的工艺研究 李燕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宁波大学 吴祖芳 2016

29 FG2016002 宁波鄞州新城区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策略研究 王蓓 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罗明 2016

30 FG2016003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竞争力研究 陈莎莎 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沃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潘铁军 2016

31 FG2016016 “乐学”智慧教学软件研发 孙勇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云卷云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傅昌銮 2016

32 FG2016057 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要素评价体系研究 何玮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浙江省旅游局 李伟钢 2016

33 FG2016068 风机电机精密装配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 蒋立正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温岭市澜屹智能装备研究院 潘柏松 2016

34 FG2016080
虚拟商业社会环境VBSE财务版在高职会计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中的应用研究

姚军胜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 林斌 2016

35 FG2016085
以打造服务品牌为目标的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服务礼仪现状与
对策研究

吴军飞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徐异 2016

36 FG2016098 “中国尊”办公大楼室内设计的BIM技术应用 丁洁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国艺城市设计艺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谢天 2016

37 FG2016162
创新驱动背景下制造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研究—以亚
特电器为例

孙博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 吕怀青 2016

38 FG2016165
现代学徒制下室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浙江广
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杜晓霞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庭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南苑 2016

39 FG2016174 船舶艉部下水横梁布置方法研究 董明海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舟山增洲船舶设计研究所有限公

司
韩方 2016

40 FG2016188 基于协同创新理念的我院体育保健专业校企合作研究 李爱春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康体佳健康技术有限公司 刘新生 2016

第 10 页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选派学校 访问单位 导师 立项年份

41 FG2016203 基于案例的跨境电商品牌内容营销图书开发 蔡颖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苏州越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顾仁宝 2016

42 FG2016205 基于校企合作下品牌钓具在跨境电商平台中的操作与运营 曾亚梅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宁波黑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云兵 2016

43 JW2016002 图多项式理论研究及应用 张海良 台州学院 美国孟菲斯大学 Nikiforov 2016

44 JW2016003 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囊泡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王庆丰 台州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Giuseppe

Battaglia
2016

45 JW2016004 矩阵特征值问题的有效算法研究 苏岐芳 台州学院 美国堪萨斯大学 徐洪国 2016

46 JW2016005 氯胺酮滥用对生殖能力影响的研究 杨晶金 台州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姚大卫 2016

47 JW2016006 英汉政治新闻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陈卫娟 台州学院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Mian

WangAsso

ciate

2016

48 JW2016007 国外儿童绘本现状调查研究 王滢 浙江师范大学 美国杨百翰大学 Colly 2016

49 JW2016008 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研究——以浙江为例 张颖 浙江师范大学 美国明尼苏大学
Zelazo

Stephanie
2016

50 FX2017006
消费异质性视角下互联网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
究

王爱民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金雪军 2017

51 FX2017009
浙江省初高中校园足球运动员参与动机的比较研究—以浙江
省ZSFL联赛为例

丁来健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于可红 2017

52 FX2017010
大学生自我增强与体育锻炼行为关系研究：身体自我、自我
设限的中介效应

冯卿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王进 2017

53 FX2017011
动机内化与大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关系研究：自我增强和
自我批判的中介效应

周意萍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王进 2017

54 FX2017019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方法与实践经验研究 姜志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王永贵 2017

55 FX2017025 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中医药的国际传播研究 殷怡岚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大学 邵培仁 2017

56 FX2017033 中日文化关系史视阈中的徐祖正研究 周庆玲 浙江农林大学 复旦大学 王升远 2017

57 FX2017038
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与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关联
性实证研究

潘妤 温州医科大学 上海大学 冯奇 2017

58 FX2017040 德辉动于内——新闻工作者礼德修养的现状研究 姚瑶 浙江传媒学院 北京大学 陆地 2017

59 FX2017042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习语认知的心理机制研究 范冰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 王小潞 2017

60 FX2017043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运动参与的干预策略 辜德宏 浙江传媒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王健 2017

61 FX2017044 慕课背景下“翻转课堂”在《体育舞蹈》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朱萍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 林小美 2017

第 11 页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选派学校 访问单位 导师 立项年份

62 FX2017048 服装品牌真实性问题研究 吴召山 嘉兴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 王新新 2017

63 FX2017050 年龄结构模型的动力学研究 杨瑜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肖冬梅 2017

64 FX2017057 新媒体环境与社会发展 张自如 杭州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尹鸿 2017

65 FX2017058 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关键技术的研究 李林静 衢州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陈胜勇 2017

66 FX2017059 一类具有种群结构的媒介宿主疾病的全局稳定性 魏雪蕊 绍兴文理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朱怀平 2017

67 FX2017065 雅俗对流：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关系研究 李建军 台州学院 中国社科院 刘跃进 2017

68 FX2017068
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书院管
理模式探索——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

周丽娜 宁波工程学院 河海大学 戴锐 2017

69 FX2017072 在线开放课程全程性质量评测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胡秋芬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大学 张剑平 2017

70 FX2017076 “新零售”背景下的宁波零售业转型升级研究 刘欣欣 宁波大红鹰学院 宁波大学 孙建红 2017

71 FX2017079 浙江省菇民防身术的历史传承与教育资源开发研究 王珊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徐玉明 2017

72 FX2017080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情感因素对口译者短时记忆的影响研究 赵佳娜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蒙兴灿 2017

73 FX2017083 民国时期我国高等院校学前教育学科发展史研究 颜芳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大学 田正平 2017

74 FX2017084 LDA主题模型研究及其应用 徐会作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大学 吴庆标 2017

75 FX2017090 基于再生核空间理论的时滞耦合系统动力学研究 王金生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 钱有华 2017

76 FX2017093 离子色谱法检测蜂蜜中单糖、双糖含量的技术研究 支明玉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 朱岩 2017

77 FX2017095 直流微电网母线电压的分布式控制仿真研究 程文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 韦巍 2017

78 FX2017112 优质校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建设研究 陈荣荣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渠长根 2017

79 FX2017122 城市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 颜晓娜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大学 彭华民 2017

80 FX2017126 杭州草根体育社团发展现状及人文精神引领研究 罗伟丽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杨明 2017

81 FX2017130
基于行业英语教学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师生学习共同体”的视角

严挺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大学 周星 2017

82 FX2017131 休闲美学在乡村民宿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项春媛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 潘立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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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JW2017001 罗宾逊·杰弗斯戏剧研究 赵学峰 台州学院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Julie

Barnaby
2017

84 JW2017002 文化调适视域下《支那崽》无本回译研究 陈丽红 台州学院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Julie

Barnaby
2017

85 JW2017003 奎因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 方国莲 台州学院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Julie

Barnaby
2017

86 FG2017007 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鉴定关键技术研究 刘大学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共安检测鉴定技术有限公司 金柏正 2017

87 FG2017058 鼠标壳体双色注塑模具研制 刘林强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利安电子 邬开华 2017

88 FG2017074 面向电表的自动化存取设备的研发 徐春伟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德创电子有限公司 黄文杰 2017

89 FG2017086 电子线路板设计中SMT工艺的应用研究 秦青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刘传习 2017

90 FG2017095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纺织业外贸人才培养研究—— 以浙江
省绍兴市为例

王娟萍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绍兴港峰医用品有限公司 金成龙 2017

91 FG2017110 电机轮毂强磁贴片机控制系统研制 吕兴荣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斯科威尔焊割装备有限公司 李若孔 2017

92 FG2017125 基于数控加工中心多轴联动加工关键技术的研究 邵树峰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金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汤剑峰 2017

93 FG2017142
EPC总承包模式项目施工阶段风险分析——以北京师范大学
台州实验学校项目为例

刘红梅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宝弟 2017

94 FG2017143 电机智能装配装备研发 李仙根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工大温岭研究院 潘柏松 2017

95 FG2017153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德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熊倪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德施曼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姜向阳 2017

96 FG2017160 乡村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研究——以云上平田为例 倪慧丽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松阳云上平田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叶丽琴 2017

97 FG2017161 体验经济视角下的茶文化主题农庄打造——以碧云天为例 麻桃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碧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潘樟军 2017

98 FG2017198 船舶压载水舱自控减摇装置的研究 庞君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舟山市原野船舶修造公司 杨梁 2017

99 FG2017213 关于“互联网+”形势下健身新模式的实践创新与探究 王颖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乐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宋玲华 2017

100 FG2017224 电商平台网站数据保护及灾备恢复系统建设研究 胡莉萍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胡江涛 2017

101 FG2017225 影视剧审查推动社会主义影视作品创作健康发展研究 孙薇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 陈南征 2017

102 FG2017072 3D打印技术对无障碍丝巾产品设计的应用研究 王冠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赵小松 2017

103 FG2017208 仙居县法院网络改造规划设计与实施 王振邦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台州金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如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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