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用人单位内部公示版）

单 位

姓 名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评审专业

技术资格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07082022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周磊晶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育中心）

000000557077
202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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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磊晶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87-04-13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3***************7 曾用名

出生地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身体状况 健康

现从事专业

及时间
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9年) 参加工作时间 2013-07-10

手机号码 182****6028 电子邮箱 leijing013@126.com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学校

2022-03-15 英国诺丁汉大学

专业 学制 学历（学位）

数字技术 4年 研究生(博士)

现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育中心）

单位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1689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宁波市教育局

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及取得时

间

资格取得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审批机关

2019-02-12 工业设计 - 工业设计师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2016-06-30
自然科学研究 - 助理研

究员
宁波市人民政府

聘任专业技术职

务及取得时间

取得时间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2016-06-30 自然科学研究 - 助理研究员

申报类型 基础研究

职称外语成绩 不作为必备条件 职称计算机成绩 不作必备条件

懂何种外语，

达到何种程度

雅思英语总分7.0

阅读8.5

听力7.5

口语6.0

作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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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  育  经  历

日期 学校名称/学位授予单位 学历/学位 学制 专业

2017-09-01~

2022-03-15

英国诺丁汉大学 研究生 4年 数字技术

2022-03-15 英国诺丁汉大学 博士 - 数字技术

2010-09-01~

2012-06-29

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研究生 2年 工业设计

2010-09-01 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硕士 - 工业设计

2005-09-01~

2009-06-30

浙江大学 本科 4年 工业设计

2009-06-30 浙江大学 学士 - 工业设计

2.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是否援藏援

疆援青援外

是否博士后

工作经历

2013-07-10~

2022-08-01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

（宁波）管理中心

（宁波软件教育中

心）

专职教师 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计算机科学技术

研究

否 否

3.继 续 教 育 （ 培 训 ） 情 况

起止时间 组织单位 培训项目 课程类型 学时 学习情况

2022-05-01~

2022-08-04

教育部 主持国家教育

部课题

专业课程 80.0 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2022-01-01~

2022-08-04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专业课程 60.0 获得专业学时60

2022-01-01~

2022-08-04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行业公需

课程

12.0 获得行业公需12学时

2022-01-01~

2022-08-04

浙江省科技厅 参与浙江省科

技计划

专业课程 30.0 参与浙江省科技计划

2022-01-01~ 宁波继续教育 宁波市专业技 一般公需 20.0 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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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1 院 术人员继续教

育

课程 考试。共获得一般公需科

目20学时，行业公需科目

12学时，专业科目60学时

2021-11-01~

2022-08-04

华为 主持华为横向

课题

专业课程 20.0 主持华为横向课题

2021-01-01~

2021-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专业课程 60.0 获得专业学时60

2021-01-01~

2021-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一般公需

课程

20.0 获得一般公需20学时

2021-01-01~

2021-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行业公需

课程

13.0 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并通过

考试。共获得一般公需科

目20学时，行业公需科目

13学时，专业科目60学时

2020-08-01~

2020-08-01

浙江省人事考

试院

通过高级工业

设计师专业资

格考试

专业课程 40.0 通过高级工业设计师专业

资格考试

2020-01-01~

2020-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专业课程 60.0 获得专业学时60

2020-01-01~

2020-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行业公需

课程

12.0 获得行业公需12学时

2020-01-01~

2020-12-31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

其他课程 10.0 获得专业科目6学时，行业

公需科目4学时

2020-01-01~

2020-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一般公需

课程

20.0 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并通过

考试。共获得一般公需科

目20学时，行业公需科目

12学时，专业科目60学时

2019-05-04~

2019-05-09

CHI组委会 国际学术会议

CHI

专业课程 72.0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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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2019-04-15

CHI 发表论文 专业课程 80.0 通讯作者发表EI论文

2019-01-01~

2019-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一般公需

课程

30.0 获得一般公需科目30学时

2019-01-01~

2019-12-31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

专业课程 52.0 获得专业科目52学时

2018-10-27~

2018-10-27

浙江省人社厅 通过工业设计

师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专业课程 40.0 通过工业设计师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

2018-09-19~

2018-09-21

泰国清迈大学 ＂一带一路合

作：新时代

新起点＂国际

会议

专业课程 36.0 参加＂一带一路合作：新

时代 新起点＂国际会议

，并做主题分享

2018-08-01~

2018-08-01

CHI 发表论文 专业课程 80.0 发表EI论文

2018-01-01~

2018-12-31

浙江省科技厅 参与浙江省重

点研发项目

专业课程 30.0 参与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

2018-01-01~

2018-12-31

宁波市继续教

育院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

一般公需

课程

18.0 获得一般公需科目18学时

2018-01-01~

2018-12-31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

专业课程 38.0 专业科目38学时

2017-08-01~

2017-08-01

HCII 发表论文 专业课程 40.0 发表EI论文

2017-07-12~

2017-07-14

HCII组委会 国际人机交互

会议（HCII）

专业课程 36.0 参加国际人机交互会议

（HCII），并分享论文

2017-05-06~

2017-05-06

EI 发表论文 专业课程 80.0 发表EI一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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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

2017-12-31

国家科技部 参与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专业课程 40.0 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6-09-26~

2017-09-26

英国诺丁汉大

学

海外访学 专业课程 60.0 海外访学

4.学 术 技 术 兼 职 情 况

起止时间 单位或组织名称 所任职务 工作职责

2022-06-07~

2022-08-01

IFIP学术会议委员会 IFIP学术会议

委员会成员

对IFIP会议投稿论文进行审稿

2022-03-01~

2024-02-29

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生

态设计领域）

CAD生态设计

实验室主任

负责CAD生态设计

2021-12-20~

2022-08-01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 浙江大学软件

学院创新设计

中心副主任

负责创新设计项目

2021-06-20~

2021-09-01

ChCHI学术会议委员会 ChCHI学术会

议委员会成员

对投稿论文进行审稿

2021-02-25~

2022-08-01

A＇design设计奖组委会 A‘design设

计奖评委

对A＇design设计奖投稿作品进行打

分评选

2019-01-11~

2019-04-30

CHI学术会议委员会 审稿人 对投稿论文进行审稿评阅

5.获 奖 情 况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名称 排名

2022-06-01 《你身体里的“超级英雄

”》——多感官交互立体

书★

三等奖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

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1/6

2022-04-30 《你身体里的“超级英雄

”》——多感官交互立体

书★

一等奖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

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浙江

赛区

1/6

2022-04-15 Algae Oxygen Machine★ 一等奖 IF设计奖 2/2

2022-04-15 Pop-up Book★ 三等奖 A＇design设计铁奖 2/6

2021-04-15 Musical Vase★ 二等奖 A＇design设计银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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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想定——人工智能产品定

制平台★

佳作奖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1/5

2018-07-01 Easy Diaper★ 一等奖 IDA设计金奖 4/5

2016-08-01 Floating Cover★ 一等奖 IF设计奖 1/4

6.获 得 荣 誉 情 况

授予时间 授予单位 级別 荣誉称号名称

2022-01-01 宁波市教育局 地市级 宁波市高校“优秀课程思政教师”

2021-11-25 浙江省工业设计协会 省部级 光华龙腾奖浙江省设计业十大杰出

青年提名奖

2016-03-31 宁波市高新区妇工委 地市级 优秀创业创新女性

7.主 持 参 与 科 研 项 目 （ 基 金 ） 情 况

起止时间 来源（委托单位） 级别 项目类型 金额（万元） 项目（基金）名称 排名

2022-06-29~

2023-10-01

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

国家级 纵向项

目

5.000000 数字艺术设计研究

与实践

1/5

2022-01-01~

2024-12-31

浙江省科技计划 市厅级 纵向项

目

220.000000 “互联网＋”设计

服务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9/1

8

2021-11-08~

2022-12-15

华为 其他 横向项

目

75.000000 昇腾处理器环境中

基于AI框架开发算

子

1/3

9

2021-04-08~

2023-04-08

风变科技 其他 横向项

目

5.000000 《创新设计前沿》

交互式在线课程混

合式教学创新实践

1/5

2017-07-01~

2020-07-30

浙江省重点研发

计划

省部级 纵向项

目

300.000000 基于VR/AR的技术

在典型行业中应用

示范

11/

31

2015-04-01~

2017-12-31

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

国家级 纵向项

目

1616.00000

0

机器人用低成本全

向视觉传感器及示

范应用

23/

59

8.主 持 参 与 工 程 技 术 （ 经 营 管 理 ） 项 目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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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或参与 本人职责

无

9.论 文

发表时间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论文类别 排名

2021-11-06 A Tool to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Design

Process Using Deep

Lear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

2021

国际期刊 1/10

2021-05-08 MossWater: A Living Media

Interface for Encouraging

Office Workers’ Daily Water

Intake★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1

国际会议 通讯

作者

2019-05-04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System★

The ACM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9

国际会议 通讯

作者

2018-10-08 Expressive Plant: A

Multisensory Interactive

System for Sensory Train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2018

国际会议 通讯

作者

2017-07-09 Learning as Adventure: An

App Designed with

Gamification Elements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2017

国际会议 通讯

作者

2022-04-29 Pababy: An Interactive

System for First-time

Parents to Learn Neonatal

Nursing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2

国际会议 9/12

2022-04-29 Menstrual Monster: A

Tangible Interactive Co-

educational Game Designed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2

国际会议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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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eenagers

2022-04-29 SignFind: A Synchronized

S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Game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 Using

Gesture Recognition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2

国际会议 9/12

2017-07-09 Experience Design of Social

Interaction for Generation Y

based on Tangible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国际会议 5/5

10.著 （ 译 ） 作 （ 教 材 ）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书名 ISBN 作者 出版物类型

无

11.专 利 （ 著 作 权 ） 情 况

批准时间 专利（著作权）名称 类别 发明(设计)人

2021-09-24 一种新型露水收集装置 发明专利 赵艺钧、刘鉴辉、曹嘉诚、姚琤、

应放天、周磊晶、张启飞

2021-08-06 一种无叶风扇结构的吹风

干手一体机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6-10 一种具有流浪动物收容功

能的自动贩卖机

发明专利 赵艺钧、刘鉴辉、王冠云、姚琤、

应放天、周磊晶、张启飞

2021-06-10 一种交互式儿童智能餐盘

及其管理系统

发明专利 赵艺钧、聂锦韬、王冠云、余常超

、董萌萌、桑英英、姚琤、应放天

、周磊晶、张启飞

2021-05-25 一种能够给植物周围环境

加湿且不用倒水的水培花

盆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王冰兵、刘悦、王佳佳

2021-05-25  一种智能便携晾衣杆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潘桂瑛瑛、房聪、

王庆聪

2021-05-25 一种宠物共享跑步机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潘桂瑛瑛、房聪、

王庆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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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5 一种健康防护脚踝的正畸

袜子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5-25 一种基于APP控制的远程互

动节能发热手套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1 一种环保生态竹片一体成

型衣架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紫外线杀菌衣撑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潘桂瑛瑛、房聪、

王庆聪

2021-03-30 一种环保衣架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环保智能互动灯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载物无人机及其配送

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无人机拍摄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房聪

2021-03-30 一种角度感应两用户外露

营灯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潘桂瑛瑛、何明轩、李硕

2021-03-30 一种共享冰箱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房聪

2021-03-30 一种趣味化儿童碗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潘桂瑛瑛、王庆聪

2021-03-30 一种儿童水温测试鸭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代步婴儿车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节能悬浮灯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1-03-30 一种健康节能书灯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12-29 椅子（竹制） 外观设计专利 周磊晶、刘建华、黄思、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12-29 面包机 外观设计专利 周磊晶、陈英俏、钱东、周莹、黄

思、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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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3 一种人与植物交互装置 发明专利 周磊晶、周莹、陈英俏、钱东、刘

建华、黄思、傅苇航

2020-08-12 一种可手机控制的智能健

康香薰加湿器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08-12 一种可加热和制冷的智能

餐桌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琳、潘桂瑛瑛、王庆聪

2020-07-25 一种蒲公英形状的节能光

纤灯具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07-25 环保拐杖爪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07-25 一种低成本节能环保可吸

式簸箕

实用新型专利 周磊晶、黄思、刘建华、陈英俏、

周莹、钱东

2020-05-26 一种内嵌式儿童安全座椅 实用新型专利 孙煦、庄紫羽、周磊晶、李墨涵、

姜颖

2020-05-05 一种尿不湿 实用新型专利 孙煦、王秋实、李金钊、周磊晶、

李墨涵

2020-03-04 文化风格迁移系统V1.0 软件著作权 周磊晶、李诗涛

2019-11-12 一种内嵌式儿童安全座椅 发明专利 孙煦、庄紫羽、周磊晶、李墨涵、

姜颖　

2019-09-10 一种基于脑电波的虚拟现

实场景用户安全保护方法

发明专利 张婷、张东亮、姚峥、王冠云、陈

实、周磊晶、霍日坤

2019-09-03 一种尿不湿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专利 孙煦、王秋实、李金钊、周磊晶、

李墨涵　

2019-03-26 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游泳

教学系统

发明专利 周磊晶、李硕、何明轩、闫刘涛

12.主 持 （ 参 与 ） 制 定 标 准 情 况

发布时间 标准名称 主持或参与 标准级别 标准编号

无

13.成果被批示、采纳、运用和推广情况

立项时间 产品技术名称 已取得的社会效益
技术创新水平（在国内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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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的地位）

无

14.资 质 证 书

有效期 发证机构 证书名称 专业名称 证书等级

2021-05-10~

2026-05-10

浙江省人事考试院 浙江省高级工

业设计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

工业设计 省级

2020-06-30~

长期有效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证

工业设计 省级

2019-02-12~

长期有效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浙江省工业设

计职业资格考

试资格证书

工业设计师 考二科

2016-06-30~

长期有效

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助理研

究员专业技术

职称证书

工业设计 市级

2013-06-06~

长期有效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

普通话水平测

试等级证书

普通话 二级乙等

15.奖惩情况

时间 名称 类型 描述

无

16.参与团队业绩

起止时间 业绩类别 内容 本人排名

2022-06-29~

2022-08-02

2022浙江省线上一流课程 申报2022浙江省线上一流课程 1/2

2021-04-15~

2022-11-30

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十三五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参与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十三五”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2/4

2021-03-29~

2022-08-02

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建设

负责课程被评为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

1/2

2021-02-08~ 2020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申报建设2020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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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2

2020-10-19~

2022-08-02

国际化课程 建设国际化课程frontier of

innovative design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

ZJU1-

1461039171?from=searchPage＆outVen

dor=zw_mooc_pcssjg_

1/1

2019-12-08~

2022-08-02

2019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申报认定2019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1/2

17.服务社会工作情况

起止时间 服务形式 服务地点 工作内容及本人承担的任务 工作成效

2021-12-10~

2022-08-02

参展迪拜

设计周全

球毕业设

计展

迪拜设计周全

球毕业设计展

指导学生设计作品，并迪拜

设计周全球毕业设计展

设计的作品获得迪拜

设计周全球毕业设计

展优秀作品

2020-12-25~

2020-12-25

在2020山

东教育品

牌建设与

传播管理

研讨会做

主题分享

山东 在2020山东教育品牌建设与

传播管理研讨会做主题分享

，介绍新文创，新体验

与山东100多所高校的

宣传部负责人分享文

创设计的案例与体验

2020-10-29~

2020-11-01

参展杭州

文化创意

产业博览

会

参展杭州文化

创意产业博览

会

展示推广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获奖作品，参与建设浙江大

学展区，提供现场AI明信片

定制体验活动。

吸引众多参展观众驻

足体验，对浙大团队

的创新创意赞叹不已

，并获得央视新闻频

道的重点报道。

2020-03-01~

2022-08-02

在浙江大

学公益直

播讲堂直

播课程

新浪微博、腾

讯课堂、

bilibili浙江

大学号

直播介绍疫情中的创新设计

案例

直播收听人数超20万

人次

2019-12-05~

2019-12-09

组织联合

国工业发

展组织生

广州 负责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生态设计领军班“数字艺

术”工作坊，以“文化”为

工作坊邀请各位一带

一路国家的官员亲身

体验数字艺术，创造

— 13 / 16 —

用人单位内部公示版



 

态设计领

军班“数

字艺术

”工作坊

切入点，讲解本土文化和文

化全球化的趋势，展示文化

误解带来的错误设计，并用

深度学习技术，展现数字技

术对全球文化融合的作用。

出了多款文化融合的

精彩作品。

2018-12-01~

2022-08-02

组织世界

生态设计

大会

世界生态设计

大会

组织世界生态设计大会和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生态设计

领军班，主要负责大会期间

的设计学术课程安排和师资

邀请。

世界生态设计大会自

2018年起连续举办3年

，邀请了来自50多个

国家的参会嘉宾。

2018-09-19~

2018-09-21

在“一带

一路倡议

：新时代

新起点

”国际会

议上做主

题分享

泰国清迈 在“一带一路倡议：新时代

新起点”国际会议上做主题

分享，分享中国设计扶贫案

例

与一带一路国家代表

达成良好的关系

18.考核情况

考核年度 用人单位名称 考核等次 考核意见

2021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育中心）

合格 合格

2020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育中心）

优秀 优秀

2019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育中心）

合格 合格

2018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育中心）

优秀 优秀

2017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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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心）

2016年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

）管理中心（宁波软件教

育中心）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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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本人述职

作为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教师，本人将从教学、科研、学术兼职、产业实践等几方面介绍工作情况。

一、教学情况

自从被聘任为助理研究员，本人共指导了29名设计研究生，包含1名留学生，指导学生探索人机交互

领域的创新点，并进行工程实践，对学生的职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本人承担了浙大软件学院信息产品设计方向的四门课程《设计工程学》、《整合与创新设计》、《设

计管理》和《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的教学工作，课程介绍了新产品开发流程的设计方法，指导学生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平台，进行创新实践。

本人长期探索并实践创新设计教育，建设的慕课《创新设计前沿》和《创新设计研究》均被认定为浙

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年均选课人数超4万，被国内180多所大专院校选为学分课。本人积极探索创新

设计教育中的课程思政，负责的课程《整合与创新设计》被评为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并获评2021宁波市高校“优秀课程思政教师”。

二、科研情况

本人研究方向为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聘期内在国际知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10篇，主持及参与多

个研究课题，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也与业

界标杆华为等公司合作横向研究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在主要展会上获认可，曾被中国日报、人民日报

和央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报道。

三、学术兼职情况

本人积极参与学术圈和产业界各种活动，在CHI、ChCHI、IFIP等学术会议委员会中担任审稿人，同时

也是A‘design国际设计大奖的评委。本人自2018年起参与组织世界生态设计大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生态设计领军班，积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计交流合作。本人同时兼职国家工业设

计研究院（生态设计领域）的CAD生态设计实验室主任和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创新设计中心副主任，致

力于探索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创新生态设计产品。2021年，本人获评光华龙腾奖浙江省设计业十大杰

出青年提名奖。

四、产业实践情况

本人带领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产品定制平台，为文创产品市场带来新的动力。该项目获得了中国设计

智造大奖佳作奖和设计创投榜。本人带领团队获得了IF设计大奖、DIA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米兰设计

周和迪拜设计周优秀作品等，聘期内累计申请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28项、外观专

利2项和软件著作权1项。

最后，本人始终坚持学习提升，自评上助理研究员后又通过考试获得工业设计师的职业资格。本人还

将继续努力，致力于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为产业设计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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