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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本科教学部

浙师本通〔2019〕41 号

关于公布浙江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工作室”
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促进科研反哺教学，提高大学

生创新能力，学校 5 月份启动了创新工作室申报工作，经学院推

荐，专家评审，共 46 个大学生创新工作室获批立项，现将立项名

单予以公布。

请各负责人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室工作，各学院给予相应的

软硬件支持及经费支持，学校资助建设经费每个工作室 2 万元（一

流专业由专业建设专项经费列支），用于支持工作室开展大学生创

新实践活动，具体经费的报销参照学校相关财务报销制度执行。

附件：浙江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工作室”立项名单

本科教学部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一、创新创业工作经费资助项目

学院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职称
资助经费

（万）

数计学院
人工智能算法及应用系统研发

工作室
张莹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植物功能基因研究 陈析丰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纳米能源材料创新工作室 柏嵩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进化与分子生态大学生创新

工作室
张加勇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生态联合创新工作室 王艳妮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化学能源创新工作室 胡庚申 副研究员 2

生化学院 工业催化大学生创新工作室 陈德利 副研究员 2

生化学院 无机电磁功能材料 童国秀 教授 2

生化学院 电化学分析实验室 冯九菊 教授 2

生化学院 催化纳米坊 胡勇 教授 2

生化学院
新型有机室温磷光材料和智能

响应材料设计合成及应用
钱兆生 教授 2

生化学院
能源纳米材料大学生创新研究

工作室
李正全 教授 2

地环学院 绿水青山创新工作室 申利国 副教授 2

二、新工科经费资助项目

学院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职称
资助经费

（万）

物电学院 新型光场理论及其调控工作室 钱义先 副教授 2

物电学院 发光材料开发实验室 郭海 教授 2

物电学院
科研深造工作室 (非平衡奇异

量子相研究小组)
高先龙 教授 2

地环学院
城市森林康养服务功能研究

工作室
张振振 讲师/博士 2

地环学院 光电环境分析实验室 王爱军 教授 2

工学院 AI&ROBOT 创新工作室 张克华 副教授 2

工学院 精密驱动与检测工作室 温建明 副教授 2

工学院 先进成型加工与模具技术 李熹平 教授 2

工学院 机电产品开发创新工作室 高春甫 教授 2

工学院
压电微能源与微流体驱动大学

生创新工作室
阚君武 教授 2



三、国家级一流专业经费资助项目

学院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职称
资助经费

（万）

经管学院
商科人才创新成长与创业加速

工作室
李杰义 教授 2

教育学院 大学生心理研究创新实验室 曹晓华 教授 2

幼师学院
自闭症儿童的早期预警和发展

评估工作室
林云强 副教授 2

体育学院 3S 体育创新工作室 关志逊 讲师/博士 2

外语学院 智慧英语教育创新工作室 骆传伟 副教授 2

音乐学院
领航成长、助翼起飞——音乐

学院大学生考研深造工作室
郭克俭 教授 2

数计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创新工作室 彭浩 副教授 2

数计学院
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创新

工作室
杨敏波 教授 2

物电学院 物理创新实践工作室 李慧军 教授 2

生化学院 禾作创新工作室 饶玉春 副教授 2

生化学院 碳捕集新材料创新工作室 胡鑫 副教授 2

地环学院
自然地理大学生创新实践

工作室
朱丽东 教授 2

四、省级一流专业、本教部创新创业工作经费共同资助项目（各资助 1 万元）

学院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职称
资助经费

（万）

法政学院 社创之星工作室 李伟梁 副教授 2

教育学院 课程开发与质量评测工作室 钱旭升 教授 2

文传学院 湖畔文艺评论室 黄钟军 副教授 2

数计学院 ACM-ICPC 集训基地 韩建民 教授 2

物电学院 光催化材料实验室 何益明 教授 2

物电学院 大学生光电创新工作室 邵杰 教授 2

生化学院 吸附分离大学生创新工作室 代伟 教授 2

生化学院 “生物医学研究”工作室 赵铁军 教授 2

地环学院 先进环境催化纳米材料工作室 吴西林 副教授 2

工学院
道路与交通工程大学生创新

工作室
邱欣 副教授 2

工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大学生创新

工作室
王冬云 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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