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拟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组员 指导教师 备注

1 GJ202226
011 叶玮 高光时刻——基于AI捕捉技术的个性化篮球集锦平台 许云汉 陈苏宁 方志伟

侯瑞琪 杨
媛媛

2 GJ202210
006 李晨萍 食物质地对体外胃肠消化行为的影响研究 郑晨曦 吴埔荣 崔未宁 刘玮琳

3 GJ202232
005 谢昕珂

绿色金融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基于全国经验和浙江
省实地调研

孙清 贾丹宇 许文熙 徐敏
方霞 傅利

福

4 GJ202223
011 林宣妤

微塑料介导下游离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土-根界面迁移机
制研究

方红 王淑剑 刘洁雅 金思缘
李志恒 刘

惠君

5 GJ202210
003 范思琪 益活——健康饮料技术先行者 杨航 商晶晶 张仕星 徐依蕾 黄敏

6 GJ202210
007 沈正涛

基于水/油体系的辣椒素刺激对口腔生理生化性质及感
官性质的影响

诸葛夏锐 范欣莹 薛笑添 左祖华
王鑫淼 胡

小雪



7 GJ202210
008 卜倩昀 精石药膳——致力于药膳食材高值化开发的破冰者 郭俊彦 缪逸舟 王博石 朱一珂 韩佳润

重点支持
领域项目

8 GJ202226
014 余娇 趣谱——基于智能扒谱技术的趣味乐器学习平台 姜璇璇 熊静 徐佳媛 郑子翔

李琼 林瑜
茂

9 GJ202210
002 刘轩宇 迷迭香酸协同SVC处理对鲭鱼肉品质的影响 郭俊彦 段文慧 朱郑裕 陈跃文

10 GJ202210
005 詹玉靖 可视化智能膜的开发及其在生鲜产品鲜度指示中的应用 吕骏飞 孙宇帆 仲京 郑月楚

任格瑞 周
涛

11 GJ202223
023 李文静 仙峰环境-地下环境修复智能优化服务 吴逸舟 王翀昊 应祉凝 吴佳

陈华丽 王
挺

重点支持
领域项目

12 GJ202223
003 张祥鸿 外源激素调控小麦抗生素胁迫下抗氧化防御机制研究 胡书豪 陈佳瑶 刘欣宇

刘惠君 李
志恒

13 GJ202223
013 方浩羽

高温焙烧强化医疗废物焚烧飞灰中氯的深度脱除机制研
究

潘绍铭 刘晨阳 古佛全



14 GJ202211
019 陈艺群 基于深度学习与低代码技术的智慧党建系统研发 林煜航 朱亚蕾 陈禹同 张梦宇 董黎刚

15 GJ202206
011 杨梦婷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的视
角

郑傲兮 林佳 刘蕾 过雯睿
王伟佳 傅

利福

16 GJ202206
010 顼帆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分析 丁靓靓 叶彤 傅利福

17 GJ202205
003 陆嘉怡

出行障碍人群有谁怜？——出行障碍人士助力平台“无
忧乐行APP” 沈免 李京京 裘思学 王雨涵

陆诤岚 乔
光辉

18 GJ202213
011 赵宇恒

袋码——基于个性化推荐算法及数据可视化的程序设计
学习管家

顾启隽 查诗楠 滕煜慧 陈雨诗
陈志贤 韩

嵩

19 GJ202205
006 秦丽萍 HIIC--农村手工业发展助力者 胡粤 沈洁 林欣莹 周韵千姿 乔光辉

20 GJ202211
020 石余铠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羽绒含绒量检测系统 金露娜 刘佳妮 佘文星 万世朋 王秀萍



21 GJ202213
007 刘小婷 图侦科技——图像篡改检测领军者 王磊 张欣蕾 屠汇英 窦军 刘春晓

重点支持
领域项目

22 GJ202211
010 丁嘉骏 危险驾驶预警和求救装置 叶前程 孙云翔 林天 李雅璇 廖长庚

23 GJ202213
015 章鸿蒙 基于AI算法的电商内容智能生成平台 张凌霄 周文杰 葛筱 胡岂凡

董建锋 刘
宝龙

24 GJ202213
019 吴程程 视创——面向视频平台的个性化AR植入广告方案 陈碟 贾南辉 张乐 蔡子靖 谢波 张华

25 GJ202211
025 王磊 融合多传感器的智能脊椎麻醉穿刺机器人的研发 李增 徐杨承  蒋献 董黎

刚

26 GJ202204
012 高嘉泽

玩好无缺文化坊——点光源式二手玩具清洗管理和交易
平台

王金源 沈涵楠  张华 莫潇
杭

27 GJ202232
001 吴桐

数字包容还是数字鸿沟？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发展
对家庭财富增长的影响研究

蔡晓蕾 胡徐艺扬 余静 何雅婷
韦宏耀 任

美旭



28 GJ202201
009 徐煜儿 “拾忆"柜门——千亿全屋定制市场的错位竞争 陈奕文 谭泽楷 王露瑶 徐楷

聂锟 朱良
杰

29 GJ202204
014 唐瑄迎

山海相约：共同富裕背景下产业数字化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路径探索——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的实证分析

舒悦 胡莞婍 徐灵儿 庄英洁 任婉婉

30 GJ202204
024 陈雨蒙

浙江省乡村“美丽庭院”建设的农户参与意愿与激励模式
研究——基于城郊乡村的典型案例分析

黄虹谕 单姝慧 周若涵 赖蔚文
王学渊 张

志坚

31 GJ202205
008 张均龙

乡村共富背景下落实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现实价值与推进
路径研究

吴联程 张玉 赵燕宇
霍锦葭 黄

凡

32 GJ202205
011 张芝镪

双碳背景下城市热环境的时空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低
碳优化研究

张杭 李天天 潘超宇 甘述菡 李渊



33 GJ202201
001 黄琳琳 “青职”小程序——为大学生提供一站式课外实践服务 尹志迪 张聪 吴兰兰 王昱烨 张月月

34 GJ202204
018 程乐瑶

“银发”无忧，数字助老：短视频app使用对老年人生活

的影响研究——以杭州为例
许蓓佳 梁欣宁 张俊丽 祁磊

35 GJ202201
005 林伟

“老幼同养”居家养老社区互助服务中心互动娱乐项目设

计研究
汪锞 练展言 吴彬 冯易初

叶燕华 余
琛

36 GJ202201
003 王钰涵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 高欢 诸葛聪慧  江婷婷

37 GJ202206
001 程瑞琼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来自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证据

李文瑶 龙松伟 李丽 熊逸
吕凯波 韦

宏耀

38 GJ202205
013 温从鼎 “红侦军”乡村文旅集成性服务平台 吴嘉宸 黄若薇 夏婧澜 卢雯彦

吴俊 管婧
婧



39 GJ202226
015 舒展诣 食愿——基于食物图像识别场景的食疗养生服务平台 林泓锦 杨骏宝 袁飞阳 杨婉婷

郑红岗 项
益鸣

40 GJ202203
006 郑昊

共同富裕推进中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第三次分配的影响
机理研究

方嘉婧 吴圣涛 吴航宇 林婧 柴斌锋

41 GJ202203
015 蒋雁南

“时间银行”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与优化方案研究

——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和温州市苍南县为例
周宇璐 刘思远 范晓燕 毛冰冰

王雪方 万
源星

42 GJ202203
014 钟丽雯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新昌县借助资本市场助

力地方企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许慧 陆一笑 金天哲 陈益禾 谢诗蕾

43 GJ202203
016 周瑜天

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与优化策略研究——以浙
江省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为例

徐琪 余星瑶 梁可盈 徐晨瑜
倪古强 王

雪方



44 GJ202206
014 王寒霄

社会保险、预期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 基
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王海鑫 余畅  李姣媛

45 GJ202203
010 林霞 基于文化特质的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模式研究 张凤怡 王颖 孙凯萱

曾爱民 万
源星

46 GJ202202
009 张扬慧

教导有方——基于深度学习的即时性家庭教育方案提供
商

陈泓亦 景奕林 张琪 颜琳鑫
项益鸣 黄

敏辉

47 GJ202206
013 史崇佚

“衍助企稳，纾困小微”： 小微企业风险管理全链路的分

析及优化设计
沈铭正 黄崇卓  邓弋威

48 GJ202213
024 王哲铖 GymFit--智慧健身房升级服务提供商 张家鑫 王浩宇 沈佳俊 丁涵扬 杨柏林

49 GJ202203
019 李曼婷 税讯捷——中小微企业首选的财税优惠服务智能平台 王俊鹏 许孟浩 戴千皓 潘怡婷

陈坚波 万
源星



50 GJ202209
014 王竞晗

云上法学：基于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乡村法律援助创新
模式研究

丁梓仪 王鼎 严鑫姐 舒骛 宋杰 方涧

51 GJ202208
002 朱宸 基于空间旅行的城市场景力数字化生成与可视化表达 徐以勒 刘雨婷 龚心远

石坚韧 赵
秀敏

52 GJ202209
011 林微雨 数字人民币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研究 陈鑫伊 毛彦君 钱铭靖妤 张佳乐

楼伯坤 汪
恭政

53 GJ202209
005 王斌锦

共同富裕进程中衡平税法体系构建—基于对我国近十年
税收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子琴 陈宇倩 陈绍涵
牛翔 吕铖

钢

54 GJ202209
013 吴瑀 整体智治视域下的反家暴数字化体系建构 何佳慧 王加世 赵慜奇

方涧 韩振
文

55 GJ202207
005 陈扬漾 杭州新兴景区公示语英译规范性调查研究 王耀立 邹琛 李方纪 李丹弟

56 GJ202207
001 贺子璇 中国书法汉英翻译现状与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张伊宁 范剑君 TSOI ALEKSANDRA 王琳 钱毓

芳



57 GJ202234
003 黄璐莹

基于微乳液的新型抗癌药物缓释体系构建及其缓释机制
研究

戴冰清 吴青怡 章鑫怡 杨小雨 陈可先

58 GJ202208
006 沈紫涵 忆今溪——把剧场带回家 俞欣 陈苏宁  李阳

59 GJ202208
003 李梦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以
杭州塘埠村为例

章洁 粟伟林  张庆

60 GJ202208
004 张承楷 AI人工智能数字人 袁浩天 彭澄  郝昕 蓝辉

61 GJ202207
002 林子涵

生态环保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以云
南昆明和法国普罗旺斯为例

倪乐易 罗朝霞 谢双
陈建伟 乔

光辉

62 GJ202202
001 黄佳禾

红情绿意，融合之约：青山绿水何以带动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基于丽水市30个村庄的调查

余成耀 陈少岚 孙艺恺 郭昊跃 徐蔼婷



63 GJ202219
014 唐浩峻

忆革命先锋，塑吾辈精神——基于杭州市两代军人“口
述史”的采访调研

陈昱宏 上官文晨 周凯颖 吴梦甜
占佳聪 霍

锦葭

64 GJ202213
010 周屹博 基于医学图像的脊椎三维重建及术时配准算法研究 金依婷 姚若兰 顾芸 刘效禹 宋超

65 GJ202220
016 毛静洁

数字化赋能应急救援志愿参与的机制与策略研究——基
于浙江五市20个救援类社会组织的应用场景观察

张鑫 杜清婷 卢伟祥 徐珣

66 GJ202220
011 孔子怡

以“新型帮共体”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以浙
江省长兴、宁海和浦江为例

赵陆蓉 朱思琪 韩玉 姜陈逍 周鲁耀

67 GJ202202
008 王筱祺 AI练琴——基于深度学习的陪伴式钢琴指导平台 李舟琛 王惠琳 林之恒 朱怡歆

周静静 黄
敏辉



68 GJ202220
012 傅兴龙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共治的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30个
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

蔡雨蕾 周漫远 郑可宁 邵盈儿 叶杰 赵恒

69 GJ202219
006 李晨弘 织梦青苗，美育乡村——“童艺”乡村美学启蒙公益项目 李典 章奕 李文娜 杜贝洋 黄凡

70 GJ202220
014 赵骁阳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耕地非粮化路径解析及对策研
究 ——以金华永康市为例

邓冰霞 应知杭 辛钰宣 郭宇臻
周德 邵彬

彬

71 GJ202202
010 王欣宇 “智学共享”——基于钉钉生态的高校智慧学习平台研发 白睿熙 刘一鸣 苏雷

陈宜治 洪
金珠

72 GJ202202
011 颜欣怡 宠悦——宠物体征数据监测与健康管理平台 闫斌 杨丽涛 姜一 孙佳诗

邵俊 王潘
潘



73 GJ202202
016 马垭箬

共享数治未来：数字驱动下共享法庭模式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浙江省丽水市64个服务点位调研

倪喆璇 王楠婷 吴秀秀 叶金妍
向书坚 李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