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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研究生处紧紧围绕“提升内涵，
创建特色”这一主题，突出学科建设和研究

生培养质量这两大工作中心，团结协作，开

拓创新，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各项

工作目标，并在关键任务指标方面取得了重

大突破。

【学科工作】　２００８年我校学科建设实现了
新突破。我校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农业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四个学科

被遴选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一

级重点学科数并列全省第七位。顺利完成了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计划任务书

及各重点学科的信息年度报告，制定、论证了

本年度重点学科经费使用方案。精心组织了

食品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

工程、临床医学等４个拥有博士点的学科，以
及哲学、经济学等２个拥有硕士点的学科参
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学科评估。承办了由国

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

工作会议，国务院学位办梁国雄副主任、任

增林处长以及有关专家 １０余人出席了会
议。开展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成员换届人选的推荐工作，我校毛罕平教授

当选为第六届国务院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

成员。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积极做好导师遴

选工作，２００８年度遴选增列１０位博士生导
师和６４位硕士生导师。进一步规范了博士
后管理工作，２００８年共招收博士后科研人
员２２人，出站３人，目前在站６４人。在站
博士后获江苏省和国家博士后科研基金资

助数取得新的突破，全年共获９项省博士后
科研基金资助，１０项国家博士后科研基金
资助（其中特别资助１人）。
【招生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考
试院招生政策规定，完善制度建设，加大招生

宣传力度，坚持以增加研究生生源数量和提

升生源质量为工作目标，进一步推进研究生

招生校院二级管理，充分发挥校内各招生单

位的积极性，报名组织、考试实施、评卷组织、

复试调剂和录取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２００８
年我校第一志愿硕士生源数为３０２９人，博士
生源数为 ２１１人，录取全日制研究生 １６３３
人，其中博士生１４０人、硕士生１４９３人，同
时，录取港澳台ＭＢＡ研究生９人。招生宣传
工作。积极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

会，组织了校内和部分生源地高校的招生咨

询会；加大在教育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

国教育在线等门户网站招生宣传的力度，并

进一步完善我处自主研发的研究生信息管

理系统，使招生版块更符合我校研究生招生

工作的实际情况，为考生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树立我校研究生招生良好形象。考点考

务工作。作为全国硕士生招生考试镇江地

区报考点，通过强化领导，明确职责和工作

流程，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做好人员培

训和设备检测工作，确保了本考点４０３７名
考生的信息确认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考

试期间，争取校内外相关单位的支持，制定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各项工作提前准备，确

保了试答卷安全保密万无一失，确保了本考

点考试组织工作顺利完成。制度建设工作。

修订招生考务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进一

步加强安全保密工作，切实实行涉密人员签

署保密协议书制度，进一步规范招生考试自

命题科目命题人员的管理并加强了安全保

密意识教育；２００８年继续采用公开招考、提
前攻博两种方式招收博士生，并将博士生招

生考试由原来的每年两次改为每年一次，明

确了招生名额分配和复试分数线划定的原

则，对于国家重点学科、学校强势学科、优秀

博士生导师予以招生政策的支持。

【培养工作】　坚持以提高研究生创新能
力、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为中心，继续加强

过程管理，严抓培养环节完成质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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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制定《江

苏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充实研

究生教育督导组织，探索督导教育工作新领

域；强化各学院开展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自

查工作；加强研究生课程考试管理的严肃性

和科学性，严肃考风考纪，从管理层面确保

二级管理模式下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研

究生实验课程建设管理办法，在对我校研究

生课程实验教学现状调研的基础上，不断改

善研究生课程实验条件。深入开展“研究

生培养创新工程”，进一步加大投入，规范

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管理工作。２００８共遴
选校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１０项、研究生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１７项、研究生创新计
划项目３７项。获批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２项、研究生创新计划
项目１８项，获批成立“江苏省研究生创新与
学术交流中心”。积极参与全国研究生创新

活动，出台《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

管理办法》，设立研究生学术交流基金，多次

组织并资助学生参加教育部暑期学校、博士

生学术论坛和江苏省医学研究生创新与学术

交流中心开展创新交流活动。积极拓展研究

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配合国际处（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开展制定江苏大学留学研

究生培养方案和选派我校研究生申请国家留

学基金委公派出国项目等工作。

【学位工作】　为在新形势下，用科学发展
观指导研究生学位工作，在调研国内兄弟院

校相关工作的基础上，修订了“江苏大学关

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

定”，并制定出台了配套的“江苏大学授予

博硕士学位认定期刊目录”，以确保规模日

益扩大形势下，我校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不

断提高。以“江苏大学第二次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为契机，重点强化了

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制定创建研究生导师学

位工作质量个人档案，引进导师工作评价与

激励机制；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用

我校和国内大中型企业长期友好的合作关

系，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生培养产学研基地建

设，扩大了产学研基地的数量，积极推进研

究生导师团队合作培养研究生，切实改变部

分工科研究生培养无科研项目资助、学位论

文无科研成果支撑的状况；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制度以及国家、

省和校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推荐和评选

制度，建立健全论文抽检制度，制定了“江

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条例”；创建了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机制，启动“培优

基金”，制定了“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培育试行办法”，加强优秀学位论文的培育

力度，积极支持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独

立开展科研、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他们

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继续在国家和江苏

省研究生论文评估中保持较好的成绩。

２００８年我校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１
篇，取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三连

冠”的优异成绩；同时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４篇（申报５篇），江苏省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１１篇（申报１２篇）。并且，我校
被江苏省教育评估院抽检的 ２位博士、４２
位硕士的 ８８篇学位论文评议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硕士学位论文的优秀率达 １６．７％。
此外，２００８年召开两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会议，共授予硕士学位１５５１人，其中全日制
硕士１０８６人，工程硕士３２０人，同力硕士７
人，高教硕士３５人，工商管理硕士１０３人；
授予博士学位６９人。遴选出校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２０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５４篇。
【专业学位工作】　把拓展专业学位类别作
为我校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新的增长点，

在整合临床医学院与基础医学院相关学科

成果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了临床医学硕士专

业学位点的申报工作。为疏通一段时期以

来我校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在现行模

式下工作运行过程中的不畅环节，深化、完

善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二级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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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把握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培养

过程的质量管理，建立健全工程硕士研究生

培养各环节质量检查督导与监管制度，年初

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江苏大学工程硕士研

究生班管理暂行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分

别召开了相关学院分管院长以及各教学点

班主任和教务秘书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各

自职责，理顺了关系、统一了认识，有效地改

善了工作运行局面，以确保我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教育质量与声誉，努力打造我校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与品牌。完成了２００７
年度工程硕士３８９人、ＭＢＡ４３人、高校教师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３４人的录取、上报和入
学等各项工作以及２００８年度专业学位研究
生近８００人的报名、全国入学第一、二阶段
的考试工作。２００８年招生并开办了６个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受全国工程硕士教学指

导委员会秘书处委托，承办了全国“工程硕

士研究生数学教学研讨会”，提高了学校的

知名度，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

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一览

国 家 级 重 点 学 科

序号 学科等级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１ 国家重点学科 ０８０７０４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２ 国家重点学科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３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０８０２０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省 级 重 点 学 科

序号 学科等级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１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２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３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４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５ 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０８０２０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６ 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０８２３０４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７ 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０８３２０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８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０１０２ 固体力学

９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０２０３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１０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０２０４ 车辆工程

１１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０５０２ 材料学

１２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０７０３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３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１１０３ 系统工程

１４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２８０３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１５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６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１００２０８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１７ 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 １２０１００ 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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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览

序号 设站学科名称 覆盖二级学科

１ 机械工程（０８０２）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车辆工程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０８０５）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学

材料加工工程

３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０８０７）

工程热物理

热能工程

动力机械及工程

流体机械及工程

制冷及低温工程

化工过程机械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自设）

４ 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农业机械化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生物机电工程（自设）

５ 食品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食品营养与安全（自设）

６ 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创新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自设）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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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一览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序号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１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２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３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４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５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序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一级学科

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名称

１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０８０１０２ 固体力学

２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３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机械电子工程

４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５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车辆工程

６ 工学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０２ 材料学

７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１ 工程热物理

８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２ 热能工程

９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３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０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４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１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５ 制冷与低温工程

１２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６ 化工过程机械

１３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２０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自设）

１４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４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１５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工程 ０８１１０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１６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工程 ０８１１０３ 系统工程

１７ 工学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１２０３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１８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０８２３０４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１９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２０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２１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３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２２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２３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２０ 生物机电工程（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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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工学 ０８３０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００２ 环境工程

２５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２６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２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２７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２８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４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２９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２０ 食品应用与安全（自设）

３０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８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３１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３２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２０ 创新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自设）

３３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２１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自设）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一览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序号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１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２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３ 工学 ０８０３ 光学工程

４ 工学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５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６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７ 工学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８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９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１０ 工学 ０８３０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１ 工学 ０８３１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２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 医学 １００８ 中药学

１４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序号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

一级学科

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名称

１ 哲学 ０１０１ 哲学 ０１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２ 经济学 ０２０２ 应用经济学 ０２０２０６ 国际贸易学

３ 经济学 ０２０２ 应用经济学 ０２０２０８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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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法学 ０３０５ 马克思主义理论 ０３０５０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５ 法学 ０３０５ 马克思主义理论 ０３０５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

６ 教育学 ０４０１ 教育学 ０４０１０６ 高等教育学

７ 文学 ０５０２ 外国语言学 ０５０２１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８ 文学 ０５０４ 艺术学 ０５０４０３ 美术学

９ 文学 ０５０４ 艺术学 ０５０４０４ 设计艺术学

１０ 理学 ０７０１ 数学 ０７０１０１ 基础数学

１１ 理学 ０７０１ 数学 ０７０１０３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１２ 理学 ０７０１ 数学 ０７０１０４ 应用数学

１３ 理学 ０７０３ 化学 ０７０３０１ 无机化学

１４ 理学 ０７０３ 化学 ０７０３０４ 物理化学

１５ 理学 ０７１０ 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３ 生理学

１６ 理学 ０７１０ 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７ 理学 ０７１０ 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２ 生态学

１８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０８０１０１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１９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０８０１０２ 固体力学

２０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０８０１０３ 流体力学

２１ 工学 ０８０１ 力学 ０８０１０４ 工程力学

２２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２３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机械电子工程

２４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２５ 工学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车辆工程

２６ 工学 ０８０３ 光学工程 ０８０３ 光学工程

２７ 工学 ０８０４ 仪器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４０２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２８ 工学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材料物理化学

２９ 工学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０２ 材料学

３０ 工学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０３ 材料加工工程

３１ 工学 ０８０６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６０２ 钢铁冶金

３２ 工学 ０８０６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有色金属冶金

３３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１ 工程热物理

３４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２ 热能工程

３５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３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３６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４ 流体机械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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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５ 制冷与低温工程

３８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０６ 化工过程机械

３９ 工学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７２０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自设）

４０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１ 电机与电器

４１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２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４２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３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４３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４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４４ 工学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０８０８０５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４５ 工学 ０８０９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９０１ 物理电子学

４６ 工学 ０８０９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９０４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４７ 工学 ０８１０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通信与信息工程

４８ 工学 ０８１０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０８１００２ 信号与信息处理

４９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１０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５０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１０２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５１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１０３ 系统工程

５２ 工学 ０８１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１０４ 模式识别与智能管理

５３ 工学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１２０１ 计算机系统结构

５４ 工学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１２０２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５５ 工学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１２０３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５６ 工学 ０８１４ 土木工程 ０８１４０２ 结构工程

５７ 工学 ０８１４ 土木工程 ０８１４０５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５８ 工学 ０８１５ 水利工程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５９ 工学 ０８１７ 化学工程与技术 ０８１７０４ 应用化学

６０ 工学 ０８１７ 化学工程与技术 ０８１７０５ 工业催化

６１ 工学 ０８１９ 矿业工程 ０８１９０３ 安全技术及工程

６２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０８２３０１ 道路与铁道工程

６３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０８２３０２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６４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０８２３０３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６５ 工学 ０８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０８２３０４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６６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１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６７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２ 农业水土工程

６８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３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６９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０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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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工学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０８２８２０ 生物机电工程（自设）

７１ 工学 ０８３０ 环境工程 ０８３００１ 环境科学

７２ 工学 ０８３０ 环境工程 ０８３００２ 环境工程

７３ 工学 ０８３１ 生物医学工程 ０８３１ 生物医学工程

７４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１ 食品科学

７５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２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７６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７７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０４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７８ 工学 ０８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３２２０ 食品应用与安全（自设）

７９ 医学 １００１ 基础医学 １００１０１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８０ 医学 １００１ 基础医学 １００１０２ 免疫学

８１ 医学 １００１ 基础医学 １００１０３ 病原生物学

８２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１ 内科学

８３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２ 儿科学

８４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５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８５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７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８６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８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８７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１０ 外科学

８８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１４ 肿瘤学

８９ 医学 １００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１７ 麻醉学

９０ 医学 １００７ 药学 １００７０２ 药剂学

９１ 医学 １００７ 药学 １００７０３ 生药学

９２ 医学 １００８ 中药学 １００８ 中药学

９３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９４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２０ 创新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自设）

９５ 管理学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０１２１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自设）

９６ 管理学 １２０２ 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１ 会计学

９７ 管理学 １２０２ 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２ 企业管理

９８ 管理学 １２０２ 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４ 技术经济及管理

９９ 管理学 １２０４ 公共管理 １２０４０２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１００ 管理学 １２０５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１２０５０２ 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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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一览

１．工程硕士授权领域

序号 工程领域代码 工程领域名称

１ ４３０１０２ 机械工程

２ ４３０１０５ 材料工程

３ ４３０１０６ 冶金工程

４ ４３０１０７ 动力工程

５ ４３０１０８ 电气工程

６ ４３０１０９ 电子与通信工程

７ ４３０１１１ 控制工程

８ ４３０１１２ 计算机技术

９ ４３０１１４ 建筑与土木工程

１０ ４３０１２３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１ ４３０１２８ 农业工程

１２ ４３０１３０ 环境工程

１３ ４３０１３２ 食品工程

１４ ４３０１３５ 车辆工程

１５ ４３０１３６ 制药工程

１６ ４３０１３７ 工业工程

１７ ４３０１４０ 项目管理

１８ ４３０１４１ 物流工程

２．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　　 专业学位代码：４６０１

３．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专业学位代码：９１０１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０８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一览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进站时间

１ 殷久利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６４３１７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２ 霍向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玉涛 ６４３１５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３ 宋晓平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６４３１３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４ 姜大雨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阎永胜 ６４３１２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５ 刘春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阎永胜 ６４３１１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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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进站时间

６ 孟献丰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湘黔 ６４６１２ ２００８．０３．１２

７ Ｐｏｎｎｕｖｅｌ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６４６１１ ２００８．０３．１２

８ 范兴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６５４６６ ２００８．０４．２４

９ 贾志宏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玉涛 ６５４６７ ２００８．０４．２４

１０ 尹建军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６５４６９ ２００８．０４．２４

１１ 王安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玉涛 ６５４７０ ２００８．０４．２４

１２ 梅从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６７７１８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１３ 张晓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董 英 ６７７１９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１４ 许祯英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６７７２０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１５ 陈明阳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６７７２１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１６ 高瑞昌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６７７２２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１７ 吴卫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玉涛 ６８９９５ ２００８．０９．０９

１８ 李春泉 机械工程 杨 平 ６９２０３ ２００８．０９．１２

１９ 黄国平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７０３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７

２０ 杨宏林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７１００６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２１ 何志霞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 谦 ７１００７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２２ 唐丽永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湘黔 ７１４５３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３ 陈彩凤 材料科学与工程 骆 英 ７１４５４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００８年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一览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出站时间

１ 江心英 管理科学与工程 路正南 ９４４１ ２００８．０４．１８

２ 戴美凤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５１７４０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３ 杨小明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５０９７６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２００８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一览

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 张红印
几丁质诱导罗伦隐球酵母防治水果病

害效力的分子机制
２００８０１３６２ 特别资助 第一批

２ 程发新

长三角共同市场对制造战略选择及绩

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中小工业企业
为例

２００８０４３１０６８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三批

３ 孟献丰
准一维铁氧体／玻璃复合纤维的制备及
微波电磁特性

２００８０４３１０６９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三批

４ 宋寿鹏 超声微参量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３１０７０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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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５ 孙 梅
建立健全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监测

体系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３１０７１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三批

６ 张朝阳 电化学－激光掩模电极微加工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３１０７２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三批

７ 陈明阳 抗弯曲损耗新型单模光纤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０ 国家二等 第四十四批

８ 范兴华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快慢型模型

构建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１ 国家二等 第四十四批

９ 高瑞昌
风鱼加工过程中风味形成机理及其控

制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２ 国家二等 第四十四批

１０ 尹建军
果蔬精准采摘的变焦距双目视觉伺服

研究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３ 国家二等 第四十四批

２００８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一览

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 贾志宏
原位颗粒增强Ａ３５６基复合材料的磁
化学合成及其机理研究

０８０１００９Ｂ 江苏省Ｂ类 ２００８上半年

２ 刘春波
无机－有机过渡金属配合物的水热
合成及性能研究

０８０１０１０Ｂ 江苏省Ｂ类 ２００８上半年

３ 张朝阳 光电化学微加工与检测技术研究 ０８０１００４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上半年

４ 殷久利 非线性系统中新型孤子的稳定性分析 ０８０１０２８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上半年

５ 陈明阳
微结构光纤及其在光纤激光器中的

应用研究
０８０２０１８Ｂ 江苏省Ｂ类 ２００８下半年

６ 许桢英
难变形材料微构件的激光辅助热弯

成形制造基础研究
０８０２０２４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下半年

７ 高瑞昌
风鱼干燥加工过程中风味形成机理

及其控制技术研究
０８０２０２５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下半年

８ 霍向东 低碳贝氏体钢的关键技术研究 ０８０２０７２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下半年

９ 范兴华
半离散动力系统孤立波若干问题的

研究
０８０２０７３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８下半年

研究生教育

２００８年招收全日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一览

统计项

研究生类别

总计
其中：

女 应届毕业生 在职人员

博士研究生 １４０人 ５１人 ２３人 ９６人

硕士研究生 １４９３人 ６２６人 １０６１人 ２０２人

港澳台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９人 １人 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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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录取非学历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一览

统计项

研究生类别

录取人员总计

工程硕士 ３８９人

ＭＢＡ ４３人

高教硕士 ３４人

２００８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计算机视觉、电子鼻、近红外光谱三技术融合的苹果品质检

测研究
邹小波 赵杰文

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氢化硅薄膜介观力学行为研究和耐高温压力传感器研制 王　权 丁建宁

２ 作物精量灌溉智能决策系统研究 张　兵 袁寿其

３ 新型复合氧化物光催化剂的制备与表征 吕晓萌 谢吉民

４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茶叶品质快速无损检 陈全胜 赵杰文

附：２００７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ＺｒＷ２Ｏ８粉体、复合材料薄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严学华 程晓农

２ 一类能源供需系统的动力学分析、控制与同步 孙　梅 田立新

３ 磨削淬硬的形成机理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刘菊东 王贵成

４ 高效无堵塞泵的研究开发及内部流场数值模拟 施卫东 关醒凡

５ 计算机视觉、电子鼻、近红外光谱三技术融合的苹果品质检测研究 邹小波 赵杰文

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家蚕天冬酰胺酸合成酶等基因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胡志刚 陈克平

２ 基于数值模拟的板料激光喷丸成形工艺研究 杜建钧 周建忠

３ 有机凝胶－热分解法制备尖晶石型铁氧体纤 张春野 沈湘黔

４ 负热膨胀性ＺｒＷ２－ｘＭｏｘＯ８（０＜ｘ≤２）粉体的制备及形貌控制研究 刘芹芹 程晓农

５ 铸造热锻模具钢氧化剥层磨损行为的研究 王　峰 王树奇

６ 新型井泵的水力设计及内部流动数值模拟 张启华 施卫东

７ 旋流泵内部液固两相流场的计算及ＰＤＰＡ实验研究 高　波 杨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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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８ 微波辅助合成介观材料的研究 罗志军 李华明

９ 有机修饰剂在纳米银和纳米羟基磷灰石形貌控制合成中的作用 王爱丽 殷恒波

１０ 银－钒酸铋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的研究 许　晖 吴春笃

１１ 川芎嗪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多器官功能损害的干预效应 党胜春 张建新

附：２００７年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ＡＫＡＰｓ在ＰＫＡ对ＲｈｏＡ活性和功能调控中的作用 王　瑛 陈永昌

２ 骨髓间质干细胞与肿瘤细胞生长作用的研究 朱　伟 许文荣

３ 激光冲击能量吸收涂层技术研究 任旭东 张永康

４ 环境污染应急系统中虚拟场景的研究与实现 邹志文 鞠时光

５ 一类新型浅水波方程的散射问题和适定性理论 桂贵龙 田立新

６ 纳米ＣｅＯ２颗粒的醇水法制备及其对ＧａＡｓ晶片的抛光性能研究 李霞章 陈志刚

７ 负热膨胀性ＺｒＷ２Ｏ８粉体的制备及其粒径控制 孙秀娟 程晓农

８ 电控ＬＰＧ－柴油双燃料发动机系统开发与理论研究 朱　磊 袁银南

９ 相变存储薄膜的制备与表征以及纳米加工方法和机理研究 解国新 丁建宁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离心泵内部盐析流场的数值模拟及实验研究 刘　栋 杨敏官

２ 石灰浆液荷电雾化脱硫的基础理论和试验研究 陈汇龙 袁寿其

３ 双流道泵内部非定常三维湍流数值模拟及ＰＩＶ测试 赵斌娟 袁寿其

４ 粉粒物料自动定量机理及系统研发 张西良 李萍萍

５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μ分析与综合控制及试验研究 袁朝春
陈翠英

陈　龙

６ 水稻谷粒的力学性能及基于能量平衡的脱粒损伤机理研究 王显仁 李耀明

７ 半主动悬架与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自适应模糊集成控制及其优化

设计
袁传义 陈　龙

８ 车辆半主动悬架和电动助力转向集成控制的研究与实现 牛礼民 陈　龙

９ 车用空气弹簧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方法研究 袁春元 周孔亢

１０ 汽车正面碰撞乘员约束系统匹配研究 葛如海 苏清祖

１１ 物理场下反应合成铝基复合材料的微结构与性能 张松利 赵玉涛

１２ 微反应器法制备纳米氧化物粉体的技术研究 陈彩凤 陈志刚

１３ 纳米金属铜与镍的形貌控制制备及其摩擦学性能研究 张锡凤 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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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４ 过渡族金属硫、硒化物纳米材料的制备及摩擦学性能研究 刘艳清 李长生

１５ 静止同步补偿器滑模变结构控制及数字系统设计 茅靖峰 孙玉坤

１６ 家蚕ｂＨＬＨ转录因子家族成员鉴定及其基因的电子克隆 王　勇 陈克平

１７ 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ａｐｉｄ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ｙＮ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ｎｉｑｕｅ

Ｓａｒｉｔｐｏｒｎ
Ｖｉｔｔａｙａｐａｄｕｎｇ 赵杰文

１８ 量子化学与电化学在环境酚类化合物的监测与毒理学中的应用 宋远志 谢吉民

１９ 强电离放电形成活性粒子及活化脱硫剂的烟气脱硫方法研究 陈志刚 吴春笃

２０ 非线性波系统的精确解与解析近似解 卢殿臣 田立新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览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密闭空间药雾质量浓度分布的实验研究 吴　昊 邱白晶

２ 水稻联合收割机新型脱粒分离置的试验研究与分析 李洪昌 李耀明

３ 滨江湿地优势植物种群的能量生产动态研究 陆　军 李萍萍

４ 低比速消防泵准三元优化设计及试验研究 张德胜 施卫东

５ 家蚕Ｎａｎｏｓ的鉴定以及Ｎａｎｏｓ和Ｖａｓａ在家蚕幼虫性腺中的免疫组化
分析

赵国力 陈克平

６ 光折变光子晶格中的空间光孤子传输研究 祁义红 周　骏

７ 一维Ｋｅｒｒ光晶格中的空间孤子 薛春华 周　骏

８ 受控激光喷丸强化中残余应力的表征与实验研究 黄　舒 周建忠

９ 金属板料激光复合成形的有限元模拟及实验研究 陈毅彬 周建忠

１０ 振动攻丝加工机理及工艺效果试验研究 王　磊 王贵成

１１ 两平移一转动减振平台的设计与研究 许子红 马履中

１２ 四自由度并联机构的型综合分析及其应用 刘剑敏 马履中

１３ 电控汽油机故障诊断系统及策略的研究 张　鹏 王　忠

１４ 生物柴油在非道路用柴油机上的试验研究及数值模拟 魏　强 刘胜吉

１５ 基于ＤＳＰ的无级变速器电液控制系统的研究 吴海啸 何　仁

１６ 基于生命周期的模具供应链管理策略研究 程　才 马汉武

１７ 配股政策、盈余管理与审计独立性关系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

证据
戴捷敏 孔玉生

１８ 江苏区域经济共同发展问题研究 李宁娜 赵喜仓

１９ 具有玻璃管蜂窝盖板的太阳能空气集热器的研究 张志强 左　然

２０ 近零膨胀ＺｒＯ２ＺｒＷ２Ｏ８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张志萍 程晓农

２１ 无压反应烧结制备Ａｌ３Ｔｉ／Ｍｇ复合材料的研究 杨子润 王树奇

２２ 有机凝胶先驱体转化法制备微细铁磁性金属纤维 曹　凯 沈湘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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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２３ 铝合金汽车轮毂低压铸造过程的数值模拟及工艺优化 苏大为 赵玉涛

２４ Ａｌ－４．５％Ｃｕ合金定向凝固组织与性能研究 吴　强 司乃潮

２５ 含钒钢晶粒尺寸对板材力学性能及成形性能的影响研究 蔡守桂 李新城

２６ １０位２０兆采样频率高性能流水线结构模数转换器设计 徐志春 成　立

２７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的森林火灾监测研究 张莉莉 张荣标

２８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优化及性能评估 成秋良 朱誯秋

２９ 高可靠性电动作动器的研究和设计 任　元 孙玉坤

３０ 喷涂机器人喷枪轨迹优化研究 陈　伟 赵德安

３１ 五自由度无轴承异步电机的非线性解耦控制研究 董　磊 刘贤兴

３２ 镇江香醋炒米色香气检测及其抗氧化性研究 蒋家奎 马永昆

３３ 混菌固态发酵豆粕生产优质蛋白饲料的研究 王金斌 马海乐

３４ 泡菜用直投式乳酸菌发酵剂的制备与发酵特性研究 周国磊 董　英

３５ 介孔ＴｉＯ２与含Ｃｏ介孔分子筛的合成及其在环保中的应用 赵　谦 储金宇

３６ 基于时间链接分析的页面排序优化算法研究 王　肙 鞠时光

３７ 模糊深隐马尔可夫模型及其在人脸表情识别中的应用 成科扬 詹永照

３８ ＯＢＳ中突发组装算法及资源预留策略研究 朱国军 朱　娜

３９ 面向移动计算环境的连接查询处理模式研究 王　敏 朱玉全

４０ 基于左手化媒质（ＬＨＭ）平板透镜的近场目标扫描探测与成像技术
研究

方杰冉 王　刚

４１ 一类混沌和超混沌系统的控制与同步研究 黄娟娟 蔡国梁

４２ 断裂韧度预测及神经网络应用 李慧梅 王钟羡

４３ 云母纳米二氧化钛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任　敏 殷恒波

４４ 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及路径选择 陈碧妹 陈　林

４５ 马克思主义从冲突到和谐的转化机制 张　华 吕国忱

４６ ｍＲＮＡ荧光差异显示筛选食管癌中高表达基因的研究 李　峰 俞力超

４７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及其干预研究 朱秋伟 徐三荣

４８ ＹＢ１蛋白调节Ｋ５６２细胞中ｍｄｒ１基因诱导性表达的研究 罗文娟 许文林

４９ 间充质干细胞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免疫调节作用 裘影影 李　晶

５０ 循环ＲＮＡ检测及对胃癌诊疗的意义 周洪兴 许文荣

５１ 癌症患者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细胞比例变化以及ｈＧＩＴＲＬ蛋白表达和
单克隆抗体制备

毛朝明 王胜军

５２ ＲｈｏＡ蛋白在人胃癌细胞株ＳＧＣ－７９０１的定位和移位 陶　燕 陈永昌

５３ 复方＂龙芪＂多组分自微乳给药系统的研究 袁海建 贾晓斌

５４ 金钱松内生真菌杀螺活性试验研究 郭尚彬 陈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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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主要活动一览

序号 活 动 内 容 主办或承办单位 时 间

１
江苏大学第三届“传承与希望”研究生科技文化节开幕

式暨第九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表彰大会

主办：党委研工部

研究生处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４月

２ 纪念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周年征文活动

主办：研究生处

党委研工部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３－５月

３ 江苏大学研究生“爱我家园”植树节活动 校研究生会 ３月

４ 江苏大学“传承与希望”研究生摄影大赛 校研究生会 ３－５月

５
江苏大学研究生“烈士精神永存、报国之心常在”爱国教

育主题活动
校研究生会 ４月

６ 研究生“点燃激情、释放活力”联谊活动 校研究生会 ４月

７ 江苏大学研究生职业规划系列讲座 校研究生会 ４－５月

８ 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讲坛”系列活动
主办：党委研工部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４－６月

９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朗阁杯”研究生篮球联赛

主办：校体育部

校研究生会

承办：食品研究生分会

机械研究生分会

４－５月

１０ 江苏大学“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各研究生分会
４－７月

１１ 江苏大学“爱我中华、唱响奥运”研究生合唱比赛 校研究生会 ４－５月

１２
江苏大学“创业在江大、收获在明天”首届研究生创业计

划设计大赛
校研究生会 ４－７月

１３ 江苏大学研究生“丽人行”系列活动 校研究生会 ５月

１４ 江苏大学研究生网页设计大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联办：计算机研究生分会
５－６月

１５ 江苏大学第五期研究生干部训练营培训活动 党委研工部 ６月

各研究生分会特色活动

１ 外国语学院第五届“语言、文化论坛” 外国语研究生分会

２ 农工院第三届“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科技论坛 农工院研究生分会

３ 环境学院论坛暨“江大环境网”发布会 环境学院研究生分会

４ 计算机学院第二届“ＦＬＡＳＨ动画设计”大赛 计算机研究生分会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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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内 容 主办或承办单位 时 间

５ 计算机学院第二届“师生乒羽比赛” 计算机研究生分会

６ 计算机学院第二届“研究生软件编程大赛” 计算机研究生分会

７ 人文学院“成功经验交流会”系列讲座活动 人文研究生分会

８ 汽车学院江苏大学第五届“汽车文化节” 汽车研究生分会

９ 机械学院研究生文明实验室评比活动 机械研究生分会

１０ “互补互促”———临床医学院、药学院交流活动 药学院研究生分会

１１ 食品学院“绿色奥运、全民健康”系列讲座 食品研究生分会

１２ 食品学院“春夏季节食品营养与质量安全”讲座 食品研究生分会

１３ 工商学院奥运文化节 工商研究生分会

１４ 能动学院“能源·学术·人生”———学术大师报告周 能动研究生分会

１５
能动学院“探密江大学子成功创业之路”———走进镇江

海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能动研究生分会

１６
能动学院“传承奥运精神、强化环保意识”———２００８北
京奥运环保摄影展

能动研究生分会

１７ 流体机械学术沙龙活动 流体中心研究生分会

１８ 生命科学院第一届生命科学论坛 生科院研究生分会

１９ 材料学院‘材’子杯棋牌大赛 材料研究生分会

５月

２０ 环境学院“六．五环境日大型公益宣传”活动 环境研究生分会６月

２１ 电气学院“嵌入式在不同学科的运用”学术交流活动 电气研究生分会

２２ 临床医学院第一届研究生论坛 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分会

２３ 财经学院“展我风采”———研究生模拟教学 财经研究生分会

２４
财经学院“毅力 ＋自信 ＋方法 ＝成功”———考研经验交
流会

财经研究生分会

２５ 理学院“教学技能”大赛 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２６ 工商学院“传承文化、传递爱心”———毕业生募捐活动 工商研究生分会

２７ 工商学院首届博士论坛 工商研究生分会

２８ 材料学院ＰＰＴ精品设计大比拼 材料研究生分会

６月

“研究生沙龙”活动一览

序号 沙龙主题 主办和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１ “华西村和南街村”发展状况研讨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财经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４．２４

２ 工商学院首届博士论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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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沙龙主题 主办和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３ “江大环境网”发布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环境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０９

４ 谈大学生自治与学术自由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０

５
“迎奥运，促和谐”习题活动———智力比

拼，团结协作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汽车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０

６ “分享成果，共划未来”主题 讲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机械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０

７ 奥运知识图片展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１

８ 外科学相关理论热点问题讨论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分会
５月中旬

９
现代泵理论与设计及数值模拟学术

讲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流体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５

１０ 论中国德育的发展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６

１１ “学术诚信”主题讨论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财经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８

１２ “学术诚信”主题讨论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财经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１８

１３ “绿色奥运，环保节能”图片展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能动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２５

１４ 博士，硕士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农工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３０

１５
快乐导航———停下你的脚步，跟我一

起来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电气，化工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５．３１

１６ “统计方法应用”研讨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财经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０１

１７ “医学技术日常生活”研讨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医技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０６

１８ 学术讲座“网络安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０７

１９ 英语考级之对策（经验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８

２０ “创新与创业”论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分会
六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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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研究生生活的指导与意义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药学院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１４

２２ 艺术人类学讨论或美术学专业书画展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艺术学院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２２

２３ “我的美国之旅”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食品学院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２８

２４ 应用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技能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２９

２５ ＰＰＴ设计大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材料学院研究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０６．３０

２６ 财经类考证经验谈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财经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１４

２７
学术讲座“无线传感器网络”主讲人：陈

祖爵教授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２．０４

２８
邀请艺术学院导师做艺术前沿讲座主

讲人：张乾元教授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艺术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２２

２９ 艺术学院设计系研究生作品展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艺术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１０

３０ 西方文化知识讲座鉴赏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上旬

３１ 辩论赛“先做人后成才，先成才后做人”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０８

３２ 主题讲座：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投稿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２．０６

３３ 关爱女研究生心理活动月交流沙龙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机械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下旬

３４ 四院联合大型学术论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环境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底

３５ 环境学院学科发展方向专业讲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环境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中旬

３６ 新老生经验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月

３７ “导师论坛”讲座，邀请名家做讲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月

３８ 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排球友谊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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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举行有关“管理类研究生理论与实践，

孰轻孰重？”为主题的辩论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

４０ 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化妆歌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工商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下旬

４１ 第三届生科院研究生学术经验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中下旬

４２ 能动学院研究生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

分会

０８．１０月

４３ 智能控制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电气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下旬

４４
学术论坛（食品，环境，药学院，化工学

院四院合作）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分会

承办：药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１２月

４５ 文化沙龙之－学术讲座二次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药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１２月

４６ 学术沙龙论坛活动一次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药学院，化工，环境，食品学院

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１２月

４７ 高校成本控制研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２３

４８
中国高校学分制研究主题内容的反思

研究研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０６

４９ 职业教育的课程沿革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２０

５０ 目前中国的教学是否具有教育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分会

承办：食品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２．０８

５１
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

主讲人：董英（博导）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食品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中旬

５２ 周小波博士讲座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食品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２５

５３
食品，化工，环境，医学院“资源环境论

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食品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２月

５４ 研本共建 考研经验交流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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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医学专业相关理论热点问题研讨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２月

５６
开题报告、科技论文如何写作及注意事

项———汽车学院副院长陈昆山
主办：校研究生会 ０８．１１月初

５７ 研究生学术论坛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研

究生分会

０８．１１月－１２月

５８ 防范学术腐败暨学风建设经验交流会
主办：校研究生会

承办：人文学院研究生分会
０８．１０．２９

（供稿人：刘正欣　核稿人：施卫东）

改革与创新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请人

１ ＣＸ０８Ｂ＿０３５Ｒ 科研团队培养人才的绩效评估研究 樊茗癑

２ ＣＸ０８Ｂ＿０３６Ｒ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小企业安全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刘素霞

３ ＣＸ０８Ｂ＿０３７Ｒ 苏南苏北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研究 苏　炜

４ ＣＸ０８Ｂ＿０３７Ｚ 高性能压电纤维复合材料的正交异性传感／驱动技术的研究 张礼华

５ ＣＸ０８Ｂ＿０４３Ｚ 车用柴油发动机制动发电机理研究 刘国宪

６ ＣＸ０８Ｂ＿０６２Ｚ 柴油机尾气细微颗粒捕集技术研究 张　敏

７ ＣＸ０８Ｂ＿０５３Ｚ 飞秒激光诱导硅基陷光结构及其光电功能测试与应用 李保家

８ ＣＸ０８Ｂ＿０５４Ｚ 纳米银的形貌控制合成与催化氧化活性的研究 王爱丽

９ ＣＸ０８Ｂ＿０６３Ｚ 百万千瓦核电站离心上充泵抗震分析技术研究 付　强

１０ ＣＸ０８Ｂ＿０６４Ｚ 轴流泵叶轮出口非线性环量分布理论及应用 张德胜

１１ ＣＸ０８Ｂ＿０９３Ｚ 新型完全可积非线性方程簇，哈密顿结构和孤立子 孙　璐

１２ ＣＸ０８Ｂ＿０９７Ｚ 基于格语法标注的视频检索挖掘算法研究 柯　佳

１３ ＣＸ０８Ｂ＿１３２Ｚ 效用最大化的轨道交通运输资源管理研究 李丽群

１４ ＣＸ０８Ｂ＿１３６Ｚ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光谱分析的食用菌生长信息检测研究 袁俊杰

１５ ＣＸ０８Ｂ＿１４２Ｚ 离子液体可控合成Ａｇ－Ｍ－Ｏ复合氧化物及其光催化性质的研究 许　晖

１６ ＣＸ０８Ｂ＿１４３Ｚ 离子液体中多金属氧酸盐催化氧化脱除燃油中有机硫的研究 朱文帅

１７ ＣＸ０８Ｂ＿１４９Ｚ 基于超声波预处理的蛋白质可酶解性与其分子构象的关系研究 刘　斌

１８ ＣＸ０８Ｂ＿１７３Ｚ 骨髓间质干细胞与肿瘤微环境及靶向治疗 朱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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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１ 膨胀石墨的表面修饰及其对苯酚的吸附性能研究 刘成宝

２ 全钢载重子午胎橡胶复合材料疲劳评价理论与方法 陈上伟

３ 采用添加剂降低生物柴油燃烧ＮＯｘ排放的研究 崔　勇

４ 微通道内非牛顿流体沸腾换热机理的研究 胡自成

５ 联合收割机谷粒清选损失检测方法及负荷调控技术的研究 倪　军

６ 面向微构件的激光微喷丸成形技术 樊玉杰

７ 磷酸化ＶＡＳＰ在纺锤体组装中的作用 陶　燕

８ 基于模糊神经逆的生物反应过程关键参数软测量的研究 王　博

９ 创建可利用桑叶纤维素的转基因家蚕 高　路

１０ 负热膨胀单晶材料的合成、机理与性能研究 刘芹芹

１１ 商用汽车电控机械自动变速器智能控制技术研究 刘文光

１２ 基于耦合传热仿真技术改善内燃机热状态的研究 董　非

１３ 太阳能空气集热供暖供热水系统 苏文佳

１４ 粉煤灰制备超疏水介孔二氧化硅气凝胶的应用技术研究 朱建军

１５ 屈曲及异构碳纳米管的力学特性研究 坎　标

１６ 抗β２ＧＰＩ抗体诱导单核细胞ＴＦ表达的信号通路及药物干预的研究 王　婷

１７ 肺癌相关新基因ｃ３ｏｒｆｌ的功能研究 乌慧玲

１８ 学术论文抄袭检测模型及算法研究 王秀红

１９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技术研究 汪　彭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序号 项目编号 课 题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ＹＪＧ０８＿ＹＢ３０ 面向中小企业的管理类应用型、创业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梅　强

２ ＹＪＧ０８＿ＹＢ３１ 电气工程一级学科教学实践改革 朱誯秋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医学类研究生实验课程优化的探讨 周　红

２ 国际贸易学研究生创新素养与实践能力培育机制探索 陈丽珍

３ 硕士研究生英语选修课的设置 李崇月

４ 研究生自主性学习平台研究与开发 杨鹤标

５ 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机制研究 卢章平

６ 研究生英语教学创新模式－引领式在线学习 任晓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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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７ 研究生研究性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王长乐

８ 网络环境下的病原生物学学科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邵世和

９ 现代管理信息系统研究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刘秋生

１０ 心身医学体验式教学模式探讨 刘　伟

１１ 儿科研究生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 王锁英

１２ “农产品贮藏保鲜”课程的创新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 刘伟民

１３ ＲｏｂｏＣｕｐ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和ＡＩ教学改革与实践 程显毅

１４ 《抽象代数》课程的教学改革 蔡国梁

１５ 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和教育对策研究 朱立新

２００８年江苏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申请人

１ 高等教育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张忠华

２ 高等教育管理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李晓波

３ 邓小平理论专题研究 研究生课程建设 金丽馥

４ 经济法学专题研究 研究生课程建设 石宏伟

５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研究生课程建设 董德福

６ 高等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单春贤

７ 粘性流体力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闻建龙

８ 物理冶金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司乃潮

９ 现代免疫学 研究生课程建设 王胜军

１０ 线性系统理论 研究生课程建设 陈晓平

毕业与就业

【综述】　２００８年我校共毕业研究生 １２３１
人，其中博士生６９人，硕士研究生１１６２人。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我校０８届毕业研
究生已就业人数为１２２０人（包括定向及委
托培养人员），就业率达 ９９．１１％。２００８
年，我校紧紧围绕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质

量、提高研究生事业发展能力的总体目标，

全力工作、创新思路，多渠道的做好毕业研

究生就业工作。１．在工作中不断健全就业
指导工作机制，完善制度，规范操作。２．创
新思路，走出校门，积极开展就业市场人才

需求状况的调研工作，广泛寻求与用人单位

的长期合作。３．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信息
畅通机制，努力提升就业服务信息化水平。

４．发动专家、教授、导师参与研究生就业工
作，广开就业领域，多方收集就业信息，创造

良好就业环境。总体来看，我校研究生的就

业情况较好，大部分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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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和政府

部门，其中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进入了高校任

教，另外一些选择了继续深造，读博或进入

博士后流动站。

２００８年毕业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一览

行　业 人　数

机关 ２９

高等教育单位 ３１０

中初等教育单位 ３０

科研单位 １９

医疗单位 ９９

国有企业 １４６

三资企业 ２３６

其他企业 ２７３

升学 ３８

待就业 １１

（供稿人：刘正欣　核稿人：施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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