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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教育

综述

２００９年，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平稳运行、
规范有序，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教学成效初

步显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人才培优

模式创新实验区等本科教学“国字号工程”

不断取得新成果，为学校建设和快速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召开江苏大学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根据校党委和机关党工委的统一部署，教
务处经过精心筹备，成功召开了第二次本科

教学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

校长钟秉林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郑家茂教

授等专家作了有关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

观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报告。会议从标

志性成果连续突破、“质量工程”成效凸显、

教学管理日益规范、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４个方面，充分肯定了首次本科教学工作会
议以来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分析

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特色化的新形

势下，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

确地提出了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的奋斗

目标、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

会议对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进行了

全面部署，围绕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这个

宏伟目标出台了《江苏大学创建本科教学质

量名校的若干意见》及７个配套文件，对质
量名校的核心理念、内涵特征和根本要求进

行了详尽的阐述，明确了质量名校的指导思

想与目标，阐明了大力加强专业建设与专业

结构调整、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实施教学名师工程、
实施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等１１个方面的
具体创建途径，提出建立两级管理、三级保

障机制等５项机制，为创建质量名校提供有
效保障。

【实施人才培养“三大计划”，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继续实施本科人才培养的“三大计
划”，即培养“精英型”、“复合型”、“创新创

业型”本科人才。继续实施“提前选拔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计划”，２００９年遴选了
３０名品学兼优的优秀预备生。继续实施大
学生百项实践训练创新计划，着力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遴选出８０项校级本科生创新计划项目，
择优推荐获批２４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
项目。继续做好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实验

区的建设工作，着力探索教学研究型大学多

元化人才培养新模式。２００９年申报的“面
向‘长三角’国际制造中心机械专业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获评国家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推行“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教育部实
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是推进高等

教育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培养适合工业需

求的合格工程师的重要举措。学校紧紧抓

住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

的契机，组织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车辆工程、

流体机械及工程等专业（方向）教师调研论

证，积极探索与践行“３＋１”等工程类人才培
养新模式，制订了“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培

养标准、培养方案、实现矩阵等，全力保障“卓

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有效推行，以此推进学

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提升。

【教育教学成果丰硕】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是反映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

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改

革方案。为及时固化与推广我校教师在教

育教学方面的成绩，学校组织了２００９年校
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共评选出 ４９
项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特等奖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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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１５项、二等奖 ２６项。推荐并获评
２００９年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４项，获评国
家优秀教学成果奖３项。
【教改项目立项数创历史新高】　学校进一
步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

改革，积极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启

动了２００９年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申报
与立项工作。经教师个人申报、学院审核推

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共遴选出２００９年江
苏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１６４项，其中重
中之重项目１项、重点项目３２项、一般项目
１３１项。通过精心组织，重点打造，在江苏
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课题评选中学校推荐

的５个项目获批立项，项目立项率均居江苏
高校前列。

【专业建设取得新成果】　继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两个专业

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后，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
实现了学校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新突破。护

理学专业在２００９年的学士学位授权评审中
以优秀成绩通过省专家的通讯评审。

【教材建设取得新进展】　组织开展了第三
批精品教材评选工作，遴选出２００９年校精
品教材 １８部，其中一等奖 ６部、二等奖 ６
部、三等奖６部。学校推荐的《材料设计教
程》、《图学基础教程》、《模拟电子技术》等

３部教材获评２００９年省级精品教材，《材料
物理性能》、《公差与检测技术》、《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预防医学试验学》等４部教材
获批２００９年省立项建设精品教材。
【开展首届校教学名师奖评选】　为了表彰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具有

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

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师德高尚的优秀教师，

学校组织开展了首届江苏大学教学名师评

选工作。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学校组织

专家评选并审定，戴起勋、戴立玲、成立等３

位同志获“江苏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国家、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实现零的突破】　
为建立团队合作的机制，改革教学内容和方

法，开发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

验交流，推进教学工作老、中、青“传帮带”，

促进学校教师素质、教学能力以及教学质量

的不断提高，学校于２００８年启动了优秀教
学团队的培养工作。２００９年学校推荐的机
械制造系列课程教学团队一举获评２００９年
省优秀教学团队和国家优秀教学团队，实现

了学校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团队零的

突破。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推进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是实施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学校一

直高度重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创建工作。

２００９年在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审
中，学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心、计算机

科学与通信工程实验中心、食品与生物工程

实验中心等３个实验教学中心被正式列为
省级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点，学校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点达到１０个。能源与动力
工程实验中心被推荐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实习基地建设取得新突破】　配合学院切
实做好实习基地的建设和优化工作。新建

实习基地１２个。经过几年的优化建设，如
今的实习基地规模和校企联合培养学生的

质量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建设了一批稳定

的长期合作的实习基地。结合即将实施的

“卓越工程师”计划，组织学院制订培养计

划，并与中国第一拖拉机有限公司培训部做

了初步的协商，为“卓越工程师”计划下一

步的顺利实施做了一定的铺垫工作。

【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本科教学工作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引

导、帮助和激励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关键。针对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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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制订了学院教学工作量化考核方

法、本科课程评估指标体系和本科专业教学

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举办江苏大学第四届教学质量奖评选】　
为了奖励教学水平高，在教学基本建设、教学

改革与研究上有突出表现的教学第一线的教

师，学校开展了第四届教学质量奖评比工作。

经教师个人申报、学院推荐、校第四届教学质

量奖评审委员会初评和复评，全校共有１２５
位教师获江苏大学优秀教学质量奖，其中一

等奖１３名、二等奖３１名、三等奖８１名。
【学位授予率、ＣＥＴ－４合格率提高】　２００９
届本科学位授予率达到９１．５６％；第四学期
末ＣＥＴ－４通过率２００７级为８８．６９％；学生
评教优良率９７．８２％，优秀率７７．１２％，均比
往年有了明显提高。

【各项比赛出佳绩】　我校学生在江苏省及
全国各级各类竞赛中又取得了一系列好成

绩：在２００９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我校
荣获特等奖 ２项、一等奖 ５项、二等奖 １７
项、三等奖３３项，总成绩和获奖等位居全国
同类高校前列，江苏大学获优秀组织奖；校

数学建模竞赛代表队在２００９年国际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的２０１９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荣获一等奖。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和科技竞赛中，我校报送的３
件作品全部获奖，其中参赛项目《太阳能—

地热能联合供暖制冷供热水供电系统的设

计与开发》、《生物质气化节能设备———家

用秸秆气化炉的研制与开发》荣获全国二等

奖，《双向步进式全射流喷头的研制》荣获

全国三等奖。

【强化制度建设，教学管理上水平】　加强
制度建设是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建立现代大

学制度的关键。教务处结合教学工作会议

进行调研，召开了品牌特色专业建设工作座

谈会，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对本科

教学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修订

和增订，本年度共修订、增订各类制度文件

２８个，其中重点文件１３个，进一步规范了
教学管理。

【坚持“五个例会”制度】　坚持“五个例会”
制度，按照“工作规范有序、管理协调高效”

的要求，教学运行实行年度目标管理责任

制。教学条线一直坚持教学院长例会、教学

秘书例会等５个例会制度，及时收集和反馈
各种教学信息，有效规范了教学管理，确保

教学工作平稳、高效、规范运行。

【加强“三型”教学条线建设】　管理水平的
高低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教

学条线一直提倡和实施精益化管理，切实加

强“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简称“三型”）

教学条线建设。结合新一轮校级教改项目

的申报，教务处组织部分教学质量监控委员

会成员和教学院长围绕“本科教学质量名校

的主要特征及创建的主要途径”、“地方高

校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

策”、“推进学分制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其对

策”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其对策”等相关教学管理课题进行重点

研究，努力使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在规范基

础上跃上新的更高的平台。

（撰稿人：薛宏丽　审稿人：梅　强）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１ 材料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工学 材料

２ 材料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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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３ 材料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

４ 材料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工学 材料

５ 材料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

６ 材料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６Ｗ 工学 材料

７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８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

９ 财经学院 财政学 ０２０１０３ 经济学 经济学

１０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经济学

１１ 财经学院 保险 ０２０１０７Ｗ 经济学 经济学

１２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７１６０１ 理学 统计学

１３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１１０２０４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１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０７１２０１ 工学 电子信息科学

１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

１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

１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

１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０８０６０７ 工学 电气信息

１９ 法学院 法学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法学

２０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１１０１０２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２１ 工商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１１０１０３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２２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３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１１０２０２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４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１０２０５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５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１１０２０９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６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１１０３０２ 管理学 公共管理

２７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１１０２１０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８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兼师范） ０７０３０１ 理学 化学

２９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０８１１０１ 工学 化工与制药

３０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０７０３０２ 理学 化学

３１ 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

３２ 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０８１００２ 工学 环境与安全

３３ 机械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０７１２０３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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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３４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

３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

３６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

３７ 机械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 ０８１４０３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

３８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１ 工学 农业工程

３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

４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

４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０７１２０５Ｗ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

４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０８０６１１Ｗ 工学 电气信息

４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 ０８０６１３Ｗ 工学 电气信息

４４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０４０１０１ 教育学 教育学

４５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０４０１０４ 教育学 教育学

４６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兼师范） ０７０１０１ 理学 数学

４７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

４８ 理学院 物理学（兼师范） ０７０２０１ 理学 物理学

４９ 理学院 土木工程 ０８０７０３ 工学 土建

５０ 理学院 工程管理 １１０１０４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５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

５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０８０７０４ 工学 土建

５３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

５４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０８１２０１ 工学 交通运输

５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０８１２０２ 工学 交通运输

５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兼师范）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政治学

５７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兼师范） ０５０１０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５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学（兼师范）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历史学

５９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对外汉语 ０５０１０３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６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０７０４０２ 理学 生物科学

６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

６２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８１４０７Ｗ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

６３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６４ 外国语学院 日语 ０５０２０７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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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６５ 药学院 制药工程 ０８１１０２ 工学 化工与制药

６６ 药学院 药学 １００８０１ 医学 药学

６７ 药学院 药物制剂 １００８０３ 医学 药学

６８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学 １００３０３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６９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７０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７１ 临床医学院 护理学 １００７０１ 医学 护理学

７２ 艺术学院 雕塑 ０５０４０５ 文学 艺术

７３ 艺术学院 美术学（兼师范） ０５０４０６ 文学 艺术

７４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０５０４０８ 文学 艺术

７５ 艺术学院 动画 ０５０４１８ 文学 艺术

７６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０８０３０３ 工学 机械

国家级特色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验收年份 备注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７ 建设点

２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８ 建设点

３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 ２００９ 建设点

国家级精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电路 孙玉坤 ２００６

２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

省级品牌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验收年份 备注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２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３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４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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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验收年份 备注

５ 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６ 建设点

６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８ 建设点

７ 医技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
２００８ 建设点

省级特色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验收年份 备注

１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２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３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４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

食品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５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６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７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通过

８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 ２００６ 建设点

９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６ 建设点

１０ 工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医疗保险）
１１０３０３ 管理学 公共管理 ２００６ 建设点

１１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 ２００６ 建设点

１２ 机械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 ２００８ 建设点

１３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
２００８ 建设点

省级精品（优秀）课程

序号 类别 优秀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省一类 电路 陈晓平 ２００２

２ 省一类 创造学基础 姜　松 ２００２

３ 省一类 液压与气压传动 方昌林 ２００２

４ 省一类 金属材料学 戴启勋 ２００６

５ 省一类 临床检验学 许文荣 ２００６

６ 省二类 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验 许文荣 ２００２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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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优秀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７ 省二类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０２

８ 省二类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鲍可进 ２００２

９ 省二类 邓小平理论概论 金丽馥 ２００２

１０ 省二类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０２

１１ 省二类 数据库技术 刘秋生 ２００４

１２ 省二类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２００４

１３ 省二类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０４

１４ 省二类 内燃机学 王　忠 ２００４

１５ 省二类 操作系统 鞠时光 ２００４

１６ 省二类 分析化学 闫永胜 ２００６

１７ 省二类 工程图学 卢章平 ２００６

１８ 省二类 管理学原理 梅　强 ２００６

１９ 省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董德福 ２００６

２０ 省精品课程 材料科学与研究方法 赵玉涛 ２００８

２１ 省精品课程 财务管理 孔玉生 ２００８

２２ 省精品课程 大学体育 李明学 ２００８

２３ 省精品课程 高等数学 田立新 ２００８

２４ 省精品课程 工程力学 孙保苍 ２００８

２５ 省精品课程 机械原理及设计 杨超君 ２００８

２６ 省精品课程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 许化溪 ２００８

２７ 省精品课程 流体力学 闻建龙 ２００８

２８ 省精品课程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

省级优秀课程群

序号 优秀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机械制造 刘会霞 ２００２

２ 机械设计系列技术基础 卢章平 ２００４

３ 医学检验主干 许文荣 ２００４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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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品牌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验收年份 备注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２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３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４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５ 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６ 医技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７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８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９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０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１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

食品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２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１３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１４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省特色

专业自

动升为

校品牌

专业　

１５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 ２００６

１６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６

１７ 工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医疗保险）
１１０３０３ 管理学 公共管理 ２００６

１８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 ２００６

１９ 人文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政治学 ２００６

２０ 机械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 ２００８

２１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
２００８

校级特色专业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１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７１６０１ 理学 统计学 ２００６

２ 管理学院 管理信息与管理系统 １１０１０２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
２００６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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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年份

３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经济学 ２００６

４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２００６

５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 ２００６

６ 药学院 药学 １００８０１ 医学 药学 ２００６

７ 环境学院 安全工程 ８１００２ 工学 环境与安全 ２００８

８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７１２０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 ２００８

９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８１１０１ 工学 化工与制药 ２００８

１０ 理学院 土木工程 ８０７０３ 工学 土建 ２００８

１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 ２００８

１２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１１０２０２ 管理学 工商管理 ２００８

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序号 教 材 名 称 主编姓名 所 在 学 院 出版社 公布年份

１ 材料科学研究办法 戴起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 金属材料学 戴起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３ 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备 司乃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４ 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玉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５ 电工学 朱伟兴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６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高国琴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７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８ 无机化学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９ 环保设备———原理·

设计·应用
郑　铭 环境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０ 机械原理与设计 马履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１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２ 可再生能源概论 左　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３ 流体力学（第３版） 罗惕乾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４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第２版） 陈　斌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５ 食品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６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７ 医学沟通学 姜学林 医学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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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 材 名 称 主编姓名 所 在 学 院 出版社 公布年份

１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黄诒森 医学技术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９ 汽车工程学Ｉ 高　翔 应用科学技术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０ 汽车工程学ＩＩ 高　翔 应用科学技术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１ 信息安全概论（第２版） 赵跃华

（第二主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２ 基础化学（第２版）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３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技术

（第２版） 王贵成 机械工程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４ 科技创新与论文写作
戴起勋

赵玉涛
材料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５ 数字电子技术（第２版） 成　立 电气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６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第２版） 赵德安 电气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７ 医学化学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７

入选省级精品及立项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类别 公布年份

１ 材料科学研究方法 戴起勋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

２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

３ 工程材料 戈晓岚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

４ 流体力学 罗惕乾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

５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

６ 大工程概论 王贵成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

７ 电路原理 孙玉坤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

８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

９ 国际经贸教程 陈丽珍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０ 金属材料学 戴起勋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１ 电路原理 孙玉坤 陈晓平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２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３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 赵玉涛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４ 汽车工程学（Ⅰ）、（Ⅱ） 高　翔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５ 电工学 朱伟兴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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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类别 公布年份

１６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　赵玉涛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

１７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　卢章平

袁　浩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

１８ 模拟电子技术 成　立　杨建宁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

１９ 公差与检测技术 王贵成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

２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任乃飞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

２１ 材料物理性能 刘　强　黄新友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

２２ 预防医学实验学 陆荣柱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

２３ 金工实习（第二版） 姜银方（第二主编）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

（撰稿人：薛宏丽　审稿人：梅　强）

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名　 称 级别 所属学院 批准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国家级 工业中心 ２００７ 免验收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 省级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４ 已验收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０５ 已验收

江苏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２００５ 已验收

江苏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省级 理学院 ２００５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省级 理学院 ２００７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省级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７ 已验收

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省级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００７ 已验收

江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计算计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已获批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技术实验中心 省级 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已获批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已获批

入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

立项年份 项目名称
财政拨款

（万元）

学校配套

（万元）
备注

２００１ 车辆排放测试与控制实验室建设 ４００ ７３０ 实验室自筹经费３５万元

２００２ 开放型工程训练示范基地建设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另投３４００万元基建费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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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年份 项目名称
财政拨款

（万元）

学校配套

（万元）
备注

２００３
家蚕功能基因组技术平台建设 ６００ ６００

流体机械理论与试验研究系统 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４

理化分析中心建设 ３００ ６５５

化学化工基础教学实验中心建设 ２００ ２５１

机械工程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建设 ３００ ４８９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１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５

实验医学技术中心建设 ２００ ２１５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建设 １００ ５５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 ２３３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建设 ２００ １０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１００ ３３３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２００万元

２００６

环境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 ２００

力学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 ３０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 ２００

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 ３００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５００万元

２００７

汽车电子创新平台建设 ３００ ３００

电工电子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 ３００

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 ２００

分析测试中心建设 ２００ ２００

机电测控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 ２００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８

材料制备与分析中心实验室 ２００ 省财政１００万元

现代电气工程实验创新服务平台 ２００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实验室 ２００ 省财政５０万元

数字化设计制造综合训练基地 ２００ 省财政１００万元

检验医学专业实验室 ２００ 省财政１００万元

２００９

现代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实验室 ４００

能源利用与动力工程实验室 ３００

安全工程专业实验室 ３００

教师模拟训练中心 省财政１００万元

医学技能学实验室 省财政２５０万元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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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分行 １９９５ 仪征亚新科活塞环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市分行 ２００１ 铁道部南车集团长江车辆公司

常州分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信用担保公司 ２００２ 领先电子集团 ２００６

中国人保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高露洁（扬州分公司） ２００７

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重啤集团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太平洋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新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平安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南自通华电气集团公司 ２００４

天安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医保局 ２００４

泰康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用友软件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６

中银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太平人寿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江大原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江苏电信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钛白集团 １９９５ 江苏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８ 镇江雅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上海鹏越惊虹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艽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硕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句容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南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省丹阳市江南工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上海廷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贸易促进委员会 ２００２ 南京大地水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外贸局 １９９９ 扬中绿杨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中外运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２ 南京建策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南泰对外经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华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省丹徒粮食储备库 ２００５

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省丹阳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镇江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丹阳市康力乳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苏美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丹阳市金丹阳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德宝仕（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市粮油质量检验所 ２００６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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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镇江市瑞琪机械进出口 ２００５ 镇江诚信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至诚物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华呈服饰公司 ２００５

皓天日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省高康冻干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泰昌公司 ２００５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金润国际贸易 ２００６ 宜兴金茂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信诺化工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华东泰克西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贝思克仪器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２００９

镇江信美公司 ２００６ 南通秋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艺高儿童公司 ２００６ 安阳漫天雪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上越汽车部件 ２００６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丹工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微生物研究所 ２００３

丹阳通用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凯迩必机械工业（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大华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大丰市佳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胜利电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扬中江洲乳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丹阳飞宇车业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江苏耀华洁具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天目湖啤酒公司 ２０００

亿利达服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恒顺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和建筑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联创水产科技示范园、

中华鲟繁育基地
２００６

镇江景达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镇江杰可机电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

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

丹阳市正大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金太阳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牧羊集团 ２００９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９ 扬州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正茂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镇江皇中皇生态科技蜜蜂园 ２００８

镇江五洲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丹绿米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中日合作上海爱黎服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６

镇江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南京红山动物园 ２００６

南通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南京中山植物园 ２００６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京口瑞京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２００６

镇江白水化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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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镇江江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南京白象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扬子石化公司 ２００４ 南京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０５

索普集团 ２００２ （上海）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 ２００３

江苏太白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南京雨润集团 ２００１

金东纸业 ２００６ 江苏七七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宏达化工集团 ２００７ 镇江市中兴药业 ２００１

镇丹化学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２００１

句容宁武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药品检验所 ２００１

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吉贝尔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新亚（姜堰）船舶舾装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无锡柴油机厂 ２００７

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福世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智诚工程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月恒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远望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市振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中房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常州通达光缆厂 ２００６ 南京炼油厂 ２００７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徒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江苏曙光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ＱＦＨＷＩＡ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江苏省金象减速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谏壁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海安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京口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海安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苏州金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２００６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９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实验室、核能实验室 ２００６

镇江京口区人民检察院 ２００８ 无锡威孚柴油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无锡恒利液压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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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２００７ 江苏名和集团 ２００５

无锡锅炉厂 ２００５ 镇江船用柴油机厂 ２００８

镇江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８ 无锡锡能集团 ２００８

无锡华光工业锅炉厂 ２００８ 镇江电站辅机厂 ２００８

无锡太湖锅炉厂 ２００５ 江阴精亚集团 ２００６

镇江市江滨医院 ２００８ 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双良集团 ２００１ 大全集团 ２００５

南汽集团 ２００５ 上海ＫＳＢ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２００１ 上海凯泉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中铝洛铜 ２００１ 上海鼓风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中信重机厂 ２００１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河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上海博格曼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鼎胜铝业集团 ２００５ 大亚轮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丹阳飞达集团 ２００５ 安徽宏村 ２００２

华晨路机厂 ２００５ 云南丽江名族艺术文化村 ２００２

镇江锚链厂 ２００５ 浙江横店影视城 ２００２

镇江液压件厂 ２００５ 北京电影学院 ２００２

南通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绿扬电子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领先电子 ２００５

正壹能源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Ａｌｔｅｒａ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江奎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苏州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京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鱼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４

景德镇鹏飞建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南京大地水射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景德镇市景华裕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４

江西省玉风瓷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供电公司 ２００４

武进晶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省镇江中学 ２００１

常州市冠音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市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河南焦作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２００１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市第三中学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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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镇江森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扬中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新元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扬中市新坝中学 ２００１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丹阳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大港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中容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武进市小河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武进市西夏墅中学 ２００１

富威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武进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２００９ 华罗庚中学 ２００５

吴江市神州双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金坛第四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金坛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常州常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溧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沙钢集团 ２００６ 溧水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苏福马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句容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高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铜峰中学 ２００５

丹阳市第五中学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奖项

汽车学院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试验开发平台雏形

设计

周健豪

方小军

陈　诗

蔡忆昔　陈笃红
朱茂桃　张　彤
杜家益　李小华

优秀团队

电气学院 基于ＤＳＰ的双余度飞控舵机系统的设计 和　阳 陈晓平　朱纪洪 一等奖

机械学院
基于电主轴的 ＨＳＫ刀柄动平衡机原理及
应用基础研究

徐燕云 王贵成 二等奖

财经学院 镇江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 刘羡钦 谭中明 二等奖

财经学院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研究
顾　湘 徐文学 三等奖

外国语学院
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ｓａｎｄＤｅｒｒｉｄａ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管玉华 孙志祥　毛卫强 三等奖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环境下学生团购—代购市场分析

与运营策略研究———以江苏大学学生市场

为例

汤先帅 李文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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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奖项

法学院
试论我国证人拒证制度的构建———以刑事

诉讼法为视角
朱冠学 周德军 三等奖

机械学院
电子秤底座支架注塑 ＣＡＥ分析及注塑模
具设计

谢家祥 袁国定 三等奖

汽车学院 一种新型的汽车动力驱动装置 程俊杰 潘剑锋 三等奖

机械学院
基于Ｃ８０５１Ｆ０２０和 μＣ／ＯＳＩＩ的验电机控
制系统设计

张　帆 殷苏民 三等奖

计算机学院 隐私保护中基于ｋ匿名技术的算法设计 刘善成 鞠时光 三等奖

计算机学院
基于移动节点的 ＷＳＮ覆盖洞修补方法的
研究

秦　颖 王良民 三等奖

理学院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下的节能减排模型 刘雅婷 田立新 三等奖

电气学院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驱动与控制 吕艳博 朱誯秋 三等奖

食品学院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高光谱图像技术的水晶

梨内外品质检测研究
欧阳琴 赵杰文　陈全胜 三等奖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学院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机械学院 电子秤底座支架注塑模ＣＡＥ分析及注塑模具设计 谢家祥 袁国定

机械学院 基于单片机的便携式面积计价器的研制 杨春松 陈　进

机械学院 基于电主轴的ＨＳＫ刀柄动平衡机原理及应用基础研究 徐燕云 王贵成

机械学院 大型等通道转角挤压仿真模拟及模具设计 成　城 许晓静

机械学院 曲轴连杆活塞组件虚拟样机的建立 夏勇俊 王　霄

机械学院 管道相贯线切割机器人支撑定位系统设计 沈元锡 杨启志

机械学院 秸秆捡拾打捆压缩成型装置设计 刘万兵 李耀明

机械学院 精密电子连接器端子件高速成形级进模设计 赵　昊 陈　炜

机械学院 电动工具动平衡机控制系统研制 顾中连 殷苏民

机械学院 固体激光放大器热致透镜效应补偿方法的研究 管海兵 张永康

机械学院 超声波可控强度发射装置的研究 钟　馨 李伯全

材料学院 微合金化对铝硅合金组织性能的影响 师　愿 孙少纯

材料学院 激光冲击强化改善ＬＹ２铝合金疲劳性能的微观机制初探 赵广志 罗新民

材料学院 Ｍ型锶铁氧体纳米纤维静电纺丝和磁性能 刘明权 沈湘黔

材料学院 Ｓｉａｌｏｎ陶瓷注射成型工艺的研究 刘顺利 刘　军

材料学院 氯丁橡胶和ＭＭＡ接枝共聚研究 朱文杰 李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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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材料学院 低碳贝氏体钢的热模拟研究 郑晓伟 霍向东

能动学院 一种新型的动力驱动装置 程俊杰 潘剑锋

能动学院 ＢＮ２ ６Ｌ单螺杆泵设计及定转子的有限元分析 周茜茜 何秀华

能动学院 ２５ＬＧ立式多级离心泵的设计 祝　磊 陈汇龙　徐伟幸

能动学院 镇江市某酒店附楼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曹红丽 宋新南

能动学院 ＭＧ７汽车空调箱性能改进与实验研究 曾　朋 刘　涛　王　谦

能动学院 Ｘ６１０５Ｑ重型客车柴油发动机冷却系统设计 张　洵 王迎慧

汽车学院
同轴大间隙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放电特性理论分析及

实验研究
韩文赫 蔡忆昔

汽车学院
一种用于高档轿车的带有空气弹簧的减振器结构测绘与性能

分析
杜滢君 江浩斌

汽车学院 主减速器与差速器设计 樊　婷 朱茂桃

汽车学院 混合动力总成复杂信号采集及测功电机通讯系统设计 周健豪 杜家益　陈笃红

汽车学院 车辆线控系统的设计 邹海平 罗　石

汽车学院 交叉口公交优先信号设计与仿真 王英俊 景　鹏

计算机学院 隐私基于ｋ匿名技术的算法设计 刘善成 鞠时光

计算机学院 基于移动节点的ＷＳＮ覆盖洞修补方法的研究 秦　颖 王良民

计算机学院 基于ＪＬＴ ＦＤＴＤ的磁化等离子体的电磁散射特性分析 陈伟晴 杨利霞

计算机学院 经由ＧＳＭ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远程数据传输 张晓娜 闫　述

计算机学院 在线任务管理系统 张金山 韩晓茹

计算机学院 网上书店系统的设计与现 宋万军 周从华

理学院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下的节能减排模型 刘雅婷 田立新

理学院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周期的动态投资分析 王文娟 姚洪兴

理学院 非对称耦合网络同步与演化的复杂网络同步的初探 金汝蕾 田立新

理学院 若干新型贴片天线的研究 余风潮 沈廷根

理学院 江大新女生公寓２号楼设计及施工图预算编制 徐春敏 王　军

理学院 多元统计在银行存款中的应用 张　莲 孙　梅

电气学院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驱动与控制 吕艳博 朱誯秋

电气学院 模糊策略在直流无刷电机直接转矩控制中的应用 陈　前 刘国海

电气学院 带功率因数矫正的单片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研究 张明顺 黄振跃

电气学院 基于ＤＳＰ的双余度飞控舵机系统的设计 和　阳 陈晓平　朱纪洪

电气学院 车载卫星自动跟踪控制系统 许　瑾 李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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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电气学院 感应电机调速系统的模糊神经网络逆控制 陈玲玲 刘国海

电气学院 交直流三自由度混合磁轴承逆系统解耦与数字控制 张维煜 朱誯秋

电气学院 苹果采摘机器人视觉目标自动分割算法的研究 张　颖 赵德安

电气学院 人工心脏电能无线传输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戴陈云 和卫星　王　颢

电气学院 医用针头检测算法的ＶＣ＋＋实现 王晓敏 陈玉

电气学院 全自动高速香肠扎线机ＰＬＣ控制系统设计 胡淼淼 赵不贿

化学化工学院 离心泵三维湍流场的数值模拟 邹萍萍 沈玉堂

化学化工学院 新型光催化合成天然橡胶前体分子的研究 程　倩 张　岐

化学化工学院 石墨烯及其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表征 徐洪鸿 沈小平

环境学院 谷阳新村小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计 邵丽霞 李维斌

环境学院 某高校校园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陈微微 储金宇

环境学院 甲苯对太湖梅梁湾水域底泥硝酸还原酶测定的影响研究 钱　程 韩建刚

环境学院 离子液体对水稻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毒性研究 洪　霞 杜道林

食品学院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高光谱图像技术的水晶梨内外品质检测

研究
欧阳琴 赵杰文　陈全胜

食品学院 酶解葵花籽粕蛋白制备ＡＣＥⅠ抑制肽的研究 王　婷 何荣海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基于Ｘ射线成像技术的板栗内部品质的无损检测研究 刘　兵 蔡健荣

药学院
春柴胡中槲皮素 ３ Ｏ 葡萄糖醛酸苷的单体制备及含量测
定研究

浦秀华 欧阳臻

药学院 新合成的７氮杂靛玉红衍生物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顾仙凤 高　静

药学院
双水相气浮浮选光谱法分离／测定环境水样中残留的罗红
霉素

许景寅 戈延茹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形成及对抗生素敏感性的影响 韩　? 袁晨燕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体液微小核糖核酸的检测及潜在临床意义探讨 严其容 张春妮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Ｂ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及其受体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表达 楚　颖 鞠少卿　浦　江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线粒体Ｍ２蛋白通过 ＴＬＲ４通路对人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
作用

季　健 杨再兴

财经学院 镇江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 刘羡钦 谭中明

财经学院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顾　湘 徐文学

财经学院 南京市和谐社会建设综合评价研究 李　臖 查奇芬

财经学院 镇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王　晴 鄢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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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财经学院 计算机类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实证研究 李泽果 许良虎

财经学院 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研究 蔡雨湄 谭中明

财经学院 加工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严　洁 王　永

财经学院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张兴余 孔玉生

财经学院 中国ＦＤＩ绩效的区域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 赵美玲 陈　彪

财经学院 镇江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分析与完善对策研究 封　蜜 谭中明

财经学院 中国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研究 陈大卫 侯　青

教师教育学院 我国高校生涯教育探析 吴　莉 高有华　丁兆春

外国语学院
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ｓａｎｄＤｅｒｒｉｄａ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管玉华 孙志祥　毛卫强

外国语学院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向　聪 孙志祥

外国语学院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ｎａ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ｏｎｇＬｏｕＭｅｎｇ 王佑嘉 毛卫强

外国语学院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ｅｘｉｃａｌＣｈｕｎｋ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ｊｏｒ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仲夏阳 仲跻红

外国语学院
断り表现の日中比较

!

－
"

诱への断りに用いられる言い
#

を中心に
沈珂平 王　莹

人文管理学院 恰到好处，方显盛境———《三国演义》中女性群像的表现技巧 卢　莹 倪永明

人文管理学院 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朱梦盼 史云波

人文管理学院 当代哲学视野下的身体问题 吴　燕 尚党卫

人文管理学院 古代师爷生存状态及其启示 朱　鹰 乔　芳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环境下学生团购代购市场分析与运营策略研究———

以江苏大学学生市场为例
汤先帅 李文元

工商管理学院 慢性病社区健康管理模式研究 陈小芳 周绿林

工商管理学院 徐州民营企业中低员工工作压力调查与应对策略 邢亚楠 周　辉

工商管理学院 天目湖啤酒品牌营销研究 姚　伟 何　勤

工商管理学院 购物平台构建实现及数据挖掘在其中的应用研究 卢爱彬 刘秋生　柯　佳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ＧＡＰ模型的快递企业服务质量研究 葛翠翠 高　洁

工商管理学院 江苏金象ＭＢＹ系列减速机产出周期分析与改善 王　跃 马汉武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客户价值的大学校园快递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陈　静 谢振宇

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进口葡萄酒销售终端状况调查报告 谢远林 王　艳

艺术学院 三维动画Ｘ静帧角色设定 陈　旭 殷　俊

艺术学院 “９３°广场”－汶川地震纪念景观设计 李梦影 徐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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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艺术学院 狮跑·爱心拓界２００９西游记活动视觉策划 吴　杭
韦宝进

王　强

艺术学院 惜春常怕花开早（油画作品） 居玮 沈　荣

艺术学院 三点一线（浮雕） 徐海云 魏志晖

法学院 试论我国证人拒证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朱冠学 周德军

法学院 小额信贷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制度设计 古国潼 沈　洁

京江学院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学建模与仿真设计 陈　诗 朱茂桃

京江学院 １８６Ｆ柴油机设计计算分析 芮　峰 刘胜吉

京江学院 基于Ｃ８０５１Ｆ０２０和ｕＣ／ＯＳ－ＩＩ的验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张　帆 殷苏民

京江学院 汽车离合器压盘盖成形工艺分析及模具设计 蒋剑刚 袁国定

京江学院 ３５ｔ／ｈ燃煤锅炉烟气脱硫系统的设计 徐胜佳 王迎慧

京江学院 多孔聚合物微球的合成及其结构表征 吴敏捷 周志平

京江学院 金属咔咯配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时　昆 朱卫华

京江学院 Ｈａａｒ小波在语音增强技术中的应用 潘科男 王洪金

京江学院 恢复性司法下对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检讨 乔　远 周德军

京江学院 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姚梦娜 谭中明

京江学院 企业物流配送模式的选择研究 贡瑶珏 贡文伟

京江学院 基于服务补救的物流服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黄娟娟 高　洁

京江学院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蒋　晗 周德军

京江学院 连锁超市逆向物流运作模式研究 孙钰洁 高　洁

京江学院 浅析室内景观中的水体设计 薛　超 韩　荣等

京江学院 关于旅游景区门票网络分销的策略分析 周晓冬 李文元

（撰稿人：吕　翔　审稿人：梅　强）

２００９年在校本科生人数

学　院 ２００５级 ２００６级 ２００７级 ２００８级 ２００９级 总计（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６３ ２８５ ２９３ ３８４ １２２５

财经学院 ４０６ ４８７ ４９４ ３６５ １７５２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４１７ ４０２ ３８７ ３６８ １５７４

法学院 ８５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１ ３９４

工商管理学院 ３７１ ３７０ ４２９ ３５２ １５２２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９ １４０ １１７ １４７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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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　院 ２００５级 ２００６级 ２００７级 ２００８级 ２００９级 总计（人）

环境学院 １３６ ９７ ９５ １１６ ４４４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８０ ３４２ ３６０ ３７２ １４５４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７９ １８１ １６６ １５５ １７０ ８５１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２１ ２８２ ３２２ ３５２ １２７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５７ １２ ２２ ２３ １１４

理学院 ２７３ ２４０ ２９８ ３２１ １１３２

临床医学院 ２３５ ３３５ ２９８ ３１３ ４１９ １６０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３７ ２２２ ２４９ ３０１ １００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５６ ４００ ３８１ ３３９ １４７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１４０ ２２４ ２２３ １７６ ７６３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５９ ４８８

外国语学院 ２２２ ２４５ ２３５ １９６ ８９８

药学院 １６６ １５４ １２１ １７１ ６１２

艺术学院 ２４７ ２６２ ２５３ ２８５ １０４７

总计（人） ４１４ ４８５２ ４８４０ ４９６２ ５１１７ ２０１８５

（撰稿人：王诚怡　审稿人：梅　强）

２００８级学生第四学期末江苏省（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累计通过情况

学　院 修读人数

（人）

江苏省（或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人数（人）

通过率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８８ １６１ ５５．９０

财经学院 ４８９ ２６１ ５３．３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８０ ３１３ ８２．３７

法学院 １０５ ６６ ６２．８６

工商管理学院 ４２３ １８５ ４３．７４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１３ ６６ ５８．４１

环境学院 ９４ ５５ ５８．５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５３ １９８ ５６．０９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５６ ９７ ６２．１８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９７ ７７ ７９．３８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２ １７ ７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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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修读人数

（人）

江苏省（或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人数（人）

通过率

（％）

理学院 ２９４ ８７ ２９．５９

临床医学院 ３１０ １１６ ３７．４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５０ １２７ ５０．８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８１ ２２４ ５８．７９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２２２ １９５ ８７．８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０９ ５５ ５０．４６

外国语学院 ２３０ ２１５ ９３．４８

药学院 １２１ ４１ ３３．８８

艺术学院 ２４９ １７ ６．８３

合计（人） ４６８６ ２５７３ ５４．９１

２００８级学生第四学期末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累计通过情况

学　院 修读人数

（人）

四级通过人数

（人）

四级通过率

（％）
六级通过人数

（人）

六级通过率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９４ ２５３ ８６．０５ １１４ ３８．７８

财经学院 ４８９ ４６４ ９４．８９ ２８１ ５７．４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８３ ３４１ ８９．０３ １４１ ３６．８１

法学院 １０５ ９８ ９３．３３ ５２ ４９．５２

工商管理学院 ４１２ ３８９ ９４．４２ １６０ ３８．８３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０９ １０２ ９３．５８ ４５ ４１．２８

环境学院 ９２ ８４ ９１．３０ ２８ ３０．４３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５９ ３１２ ８６．９１ １１７ ３２．５９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５６ １４６ ９３．５９ ７６ ４８．７２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２７ ２９３ ８９．６０ ９５ ２９．０５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２ ２１ ９５．４５ ６ ２７．２７

理学院 ２８９ ２５３ ８７．５４ ８０ ２７．６８

临床医学院 ３１１ ２７３ ８７．７８ ９６ ３０．８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４８ ２３５ ９４．７６ ９０ ３６．２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８１ ３４２ ８９．７６ １５４ ４０．４２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２２２ ２１６ ９７．３０ １２２ ５４．９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０７ ９８ ９１．５９ ３２ ２９．９１

外国语学院 ５６ ５１ ９１．０７ １７ ３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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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修读人数

（人）

四级通过人数

（人）

四级通过率

（％）
六级通过人数

（人）

六级通过率

（％）

药学院 １１９ １０８ ９０．７６ ４７ ３９．５０

艺术学院 ６５ 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５３．８５

总计（人） ４５４６ ４１４４ ９１．１６ １７８８ ３９．３３

（撰稿人：刘　慧　审稿人：梅　强）

民办本科教育

京江学院综述

（独立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创建于１９９９年
３月，是江苏省首批国有民办二级学院之
一，２００５年５月，经教育部批准为“独立学
院”，由江苏大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共同举办。在校党委和行政以及学院理

事会的领导、关心下，在学校各职能部门和

相关学院的支持下，学院领导班子团结带领

全院教职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科学发展，在改革办学体制、

丰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学质量等方面实

现新的突破，教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局面。

学院经过１０年的建设，由成立之初４００名
学生发展为至今９７００名在校生的规模，设
有４８个专业（方向），已有７届本科毕业生。
【办学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学院工作的全局，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依托母体，立足江苏，服务华东，

面向全国，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人

才培养为根本宗旨，按照“基础扎实、知识面

宽、素质高、能力强”的要求培养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结构优化，实践能力突出，具有可

持续发展观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

良好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心和创新精神的高

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质量求生存”，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在创新中形成特色；按照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独立学院教育工作合格评估方案要

求，分层次、分阶段、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改

革，超前谋划，科学管理，确保顺利通过教育

部合格评估；注重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

效利用，内涵与外延并举，规模与结构协调，

质量与效益统一，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将京

江学院建设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文管经法

医多学科协调发展，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

教学型独立学院。

【成功举办１０年院庆】　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
学院建院１０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获得圆满成
功。院庆得到了省内外领导、学校领导和各方

面的关注和支持。１０周年院庆不仅展示了学
院的发展历程、辉煌业绩以及全院师生员工的

精神风貌，更为学院事业发展特别是人才培

养、对外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围绕“叙求是、聚人心；知学院、共筹划；

爱学院、促发展；荣学院、创一流”的院庆主

题，学院推出了精彩纷呈，内容形式多样的

系列院庆活动，如１０周年庆典大会暨文艺
演出、创新创业论坛、学院发展论坛、１０年
发展历程与成就展、“学习型班级”评比、趣

味体育比赛、宿舍美化大赛等，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尤其是建院１０周年庆典大会的成
功举办，集中反映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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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特色，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学院的办

学成果，激发了与会的各级领导、兄弟院校

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更引起了

新闻界的广泛关注。院庆期间共有１０余家
省级和地方新闻媒体参加了现场采访报道，

社会反响热烈。

学院以１０周年院庆为契机，积极主动
与前来庆贺的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交

流，倾听他们对京江学院办学特色和事业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学院的专业建设、课

程设置与改革、实践基地建设与实践技能培

养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先后建立了江苏省

前黄高级中学、江苏省昆山中学、江苏省溧

水高级中学等２２所生源基地；建立了扬子
石化公司、一汽无锡柴油机厂、上海电机厂、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

八医院等 ５３家实习、就业基地。“三大基
地”建设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更实现了质

的提升。

院庆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宣传和展

示了学院的发展水平和办学实力，推进了学

院文化环境和育人环境建设，开创了学院对

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通过庆典活动，加强

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提高学院的知名

度，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争取各界大力支持，

优化外部办学环境，拓展办学空间，增强学

院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激发了师生

员工的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对学校和教育事

业的诚挚热爱，激发了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

校友的荣校、兴校、强校之情。

【教学改革与探索】　１．强化制度建设，提
升教学管理水平。完善《京江学院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京江学

院课程设计工作管理办法》、《京江学院学

生实习管理条例》、《京江学院实验教学管

理办法》，使各项制度适合实际工作情况；再

以制度为导向，以项目为抓手，进一步规范

实践教学各个环节的任务落实、经费使用、

质量监控和材料归档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

规范化管理和有序高效地开展。定期召开

虚拟系和教研室工作会议，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用评估要求规范教学工作。２．构建
教学质量监控网络，保证教学成效。构建了

京江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证框架图，明确了

教学质量保障的组织体系、运行体系、方法

体系、评价体系、反馈体系和实践体系；实行

学业预警机制，对欠一定学分的学生分红、

黄两个级别给予学业警告；实行教学质量周

报制，通过电子信箱及时将教学中的有关问

题向相关教学院长反馈。在２００９年的期中
教学检查中，对学生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

会同有关专业学院联合进行期中教学检查，

通过这一举措使得相关学院能够直接了解

到其学院的教师在京江学院的教学情况。

引入教学质量与教学业绩分挂钩的方法，学

院在教学业绩分计算中引进质量系数的方

法，并在２００９年初的工作量计算中首次应
用。该方法的出台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整

体应用效果较好，在２００９年的学生评教中，
优秀率、优良率都有所提高，特别是学生评

教中测评分偏低的现象明显减少。３．探索
因材施教，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革完善培

优班培养模式。继２００８年首期培优班成功
举办后，２００９年学院又在２００９级新生中筛
选了１２０名优秀学生组建培优班，并对培养
计划、遴选方法、奖励政策、滚动模式等进行

了改进完善，由集中授课改为课程强化，培

优班引入滚动机制，每学期进行一次滚动，

充分发挥培优班在营造学习风气中的作用。

针对文理兼招的生源特点，对新生安排了中

学物理与大学物理、中学化学与大学化学课

程对接班。举办了计算机等级考试考前强

化班、英语四级考试冲刺班、数学建模培训

班、电子设计竞赛导航班、力学竞赛培育班、

机械制作创新班、考研辅导班等各种辅导培

训。４．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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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学院启动了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工作。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共组织申报近 ２００
项院级课题，立项资助９０项课题，已有多篇
高质量论文发表。由学院教师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针对本三层次学生的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已出版发行。５．国际
合作办学实现突破。学院同德国、英国、韩

国有关学校的代表进行了多次接触，２００９
年与德国沃尔?斯应用科技大学签订了合

作培养协议，每年选派一批国际交流生赴德

国交流学习。２００９年成功选派了４名学生
参加了暑期赴美国带薪社会实践，进行跨文

化交流，并出台了相应学分的取得及转换方

法。６．与学校签订教育资源使用协议。为
了更加合理地使用江苏大学的教育资源，支

持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提高办学水平，经双方

协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江苏大学教

育资源使用事宜达成协议。

【学生管理改革与探索】　１．积极推进辅导
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定期举办辅

导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对辅导员进行专业化

培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与水平；指定经验

丰富的辅导员为新辅导员的培养联系人，做

好“传、帮、带”；树立以科研指导实践的学

习型团队意识，创建学习型组织；全面提升

辅导员素质，引导辅导员进行科学的职业生

涯规划；推行目标考核为主、过程考核为辅

的评价机制。２．努力创建“４３２６”学风建设
活动。以抓“三率”（迟到率、缺课率、晚自

习率）为切入点，以抓“三重点”（重点人、重

点班级、重点宿舍）为突破口，以“三个阵

地”（课堂、宿舍、社团）为学生工作的主战

场，以“三个考核”（辅导员个人考核办法、

班级考核办法、学生骨干考核办法）为学生

工作成效的评价体系。对“六类学生”（学

习消极学生、学习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心理亚健康学生、网瘾学生、住宿校外

学生）进行分类教育和管理。努力实现“六

个目标”［英语四（六）级通过率高、考研录

取率高、毕业率高、就业率高、获奖率高、违

纪留级退学率低］，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学习兴趣的提高。３．着力营建安全、
文明、和谐的新型学生社区。通过制订三项

制度（日常检查周报表制度、沟通协调月座

谈制度、检查结果及时曝光制度），建立四支

队伍（宿舍卫生普查队伍、社区助管员队伍、

学生社区义务巡逻员队伍、物业管理质量监

督员队伍），坚持发挥学生党员、学生骨干的

模范带头作用，使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的意识进一步巩固。４．坚持实行
“学生工作服务周”工作制度。“学生工作服

务周”是指为增加辅导员与学生沟通交流的

机会和时间，将每个月第一周定为学生工作

服务周，辅导员工作从上午９∶３０一直持续
到晚上２１∶３０，通过个别谈话、召开班会、组
织学生座谈会和深入学生宿舍等工作方式，

与学生进行深入地沟通、交流。一年来，全体

辅导员与学生谈话人数占总人数的８０％，全
年累计召开６００多次主题班会；服务周期间
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平均超过３次／周。学
生对辅导员工作的满意率达９１％。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和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２００９届毕业生
英语四级通过率达８１．５％，学位授予率达
８０％，在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研究生
录取人数大幅度提高，法律专业有一个班近

１／３的学生考取研究生。学院学生在全国大
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获二等奖；在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中获优秀奖，在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中分别获二、三等奖；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得江苏省ＩＴ
杯一、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

二等奖，获江苏赛区二、三等奖；在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中分别获二、三等奖；在多种全国

艺术设计大赛中分别获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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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京江学院专业及在校学生数（统招）
单位：人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５级 ２００６级 ２００７级 ２００８级 ２００９级 合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５７ １２６ １１１ １２５ ４１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６１ ４５ ５６ ６０ ２２２

机械电子工程 ４９ ７７ ７９ ８８ ２９３

车辆工程 ８７ １１９ ９２ １２６ ４２４

交通工程 ３２ ４２ ２３ ４８ １４５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 ２７ ２７

交通运输 ２２ １３ ３１ ６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其自动化） ５６ ５６ ５６ ４７ ２１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２６ ５８ ４３ ５８ １８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 ２３ ３４ ２０ ４９ １２６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４０ ４８ ２３ ２８ １３９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４１ １５ ２６ ８２

金属材料工程 １９ ２５ ４４

土木工程 ３３ ６２ ６０ ７９ ２３４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２２ ３４ ５６

安全工程 ２２ ２２

自动化 ５７ ７５ ５６ ７１ ２５９

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２５ ２５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７ ４３ ５７ １５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８７ ９０ ８３ １０６ ３６６

通信工程 ５４ ５１ ４０ ５４ １９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０ ５２ ５３ ５３ ２０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 ８ ８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２７ １０６ ８４ １０３ ４２０

会计学 １１２ １４１ １２６ １９１ ５７０

会计学（财务管理） ７４ ６２ ６５ １１３ ３１４

统计学 １０１ ４８ ６１ ２１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７０ ５３ ５７ ４７ ２２７

市场营销 ７５ ４０ ５１ ４５ ２１１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３８ ５２ ５５ ４２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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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５级 ２００６级 ２００７级 ２００８级 ２００９级 合计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２５ ５８ ３７ 　１２０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２９ ４８ ４７ １２４

工业工程（物流管理） ５０ １８ ４８ １１６

英语（师范） １０１ １０１

英语 ７６ １３５ ８３ ９０ ３８４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２２ ２８ ２３ ７３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 ２７ ２６ ２４ ７７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２２ ２８ ２５ ７５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 ２６ ２１ ４７

动画 ２７ ２２ ４９

工业设计（艺术） ２４ ２４ ４８

艺术设计 ２４ ２４

医学检验（五年制） ９７ ９７

临床医学 １２５ １２５

医学检验（四年制） １３８ １５５ ９０ ２３１ ６１４

护理学 ６０ ９７ ６３ １１７ ３３７

制药工程 ５８ ３９ ５３ １５０

药物制剂 ５６ １６ ５０ １２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５１ ５１

合计 ２２２ １７１４ ２３７４ １９４７ ２５３７ ８７９４

２００９年京江学院专业及在校学生数（单招）
单位：人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６级 合计

车辆工程（汽车运用与维修） ８２ ８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４ ９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６１ ６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７１ ７１

会计学 ７９ ７９

市场营销 ６４ ６４

合计 ４５１ ４５１

（撰稿人：孙　国　审稿人：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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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综述

江苏大学继续（成人）教育始创于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８年经机械工业部批准
成立成人教育学院，２００５年 ９月更名为江
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０１年江苏大学成
立，学校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崭新阶

段。专业设置由初期的４个专业发展为涵
盖工学、理学、医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教育学等８大学科５２个本科专业。截
至２００９年底，学校继续教育具有夜大、函授、
脱产等多种形式和专科、本科、专科升本科等

多层次的成人学历教育办学体系，以及短训

班、职业技能培训班多种形式的非学历继续

教育办学体系。同时，受江苏省自学考试委

员会的委托，承担“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管理

工程、法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本科段及独立本科段）”、“电子政务（专

科）”等自学考试助学专业主考学校的任务，

还开展了自学考试专接本工作。学院现有学

历教育在校生近１９０００人，拥有遍及全国９
个省份的４０多个函授站和教学点。

继续教育学院充分依托江苏大学雄厚

的治学严谨的师资队伍和完整齐全的教学、

科研及实验设备，坚持发展自身的办学特

色，以教学为中心，注重内涵建设。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文件，对各

类别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自学

指导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并积极组织

编写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特点的成教类本科

特色教材。

经过２０多年的办学实践，继续教育学
院已培养各类毕业生、结业学生 ３００００余
人，为江苏等相关省、市地方经济建设培养

了大批适用型人才。由于办学成绩显著，连

续多年被机械工业部、江苏省、镇江市评为

自学考试教育先进单位、成人教育优良学

校、再就业培训先进单位和教学评估优良

单位。

继续教育学院在以后的办学中，将主动

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应对教

育市场变化，坚持“积极发展，优化结构，规

范管理，提升内涵”的办学思路，积极调整发

展战略，主动适应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正式启动网络资源建设，并充分利用网络教

育资源推进函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创学

校继续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业余

２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业余

３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４ 土木工程 函授、业余

５ 建筑工程 函授、业余

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 函授、业余

７ 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８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函授、业余

９ 包装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１１ 通讯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２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３ 高分子材料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４ 环境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５ 车辆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６ 交通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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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１７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业余

１８ 会计学 函授、业余

１９ 工商管理 函授、业余

２０ 国际贸易 函授、业余

２１ 国际金融 函授、业余

２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业余

２３ 金融学 函授、业余

２４ 保险 函授、业余

２５ 电子商务 函授、业余

２６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业余

２７ 财务管理 函授、业余

２８ 市场营销 函授、业余

２９ 物流管理 函授、业余

３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业余

３１ 货币银行学 函授、业余

３２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函授、业余

３３ 法学 函授、业余

３４ 经济法 函授、业余

３５ 汉语言文学 函授、业余

３６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业余

３７ 小学教育 函授、业余

３８ 学前教育 函授、业余

３９ 教育学 函授、业余

４０ 英语 业余

４１ 日语 业余

４２ 化学教育 函授、业余

４３ 物理学 函授、业余

４４ 历史学 函授、业余

４５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业余

４６ 美术学 业余

４７ 艺术设计 业余

４８ 动画 业余

４９ 临床医学 业余

５０ 医学检验 业余

５１ 护理学 业余

５２ 药学 函授、业余

附１：

成人教育函授、业余、脱产、自学考试助学班

在校学生数（包括五年制）

单位：人

年份
高升本 专升本 专　科

函授 业余 脱产 函授 业余 脱产 函授 业余 脱产
总计 自学考试助学班

２００５ １２６ １１５ １８６１ ４９０８ １５９９ ８７０ ２５８４ ２６９７ ３５２９１８２８９

２００６ ２８０ １３９ ２７２３ ４９９３ １７５３ １９１７ １６１４ ２１２９ ３４９２１９０４０

２００７ ３７１ １３９ ３８９９ ４６６９ １７８０ ３４５２ １３０９ １０９２ ４１１０２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 ９４８ ２９１ ３６５２ ５２２３ ２８４９ ２２１３ ６２３ ３７２ １９７８１８１４９

２００９ １７６８ ４２２ ２９８８ ６６７２ ３７６８ ３７ ５５２ １６２０７ 上半年：５９８
下半年：３４０

总计 ３４９３ １１０６１５１２３２６４６５１１７４９ ８４８９ ６６８２ ６２９０１３１０９９２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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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
函授（站）分地区统计情况

省 市（地区） （校外）教学点名称 校外教学点地址

江苏省

常州 江苏大学常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常州市清潭木梳路１２号

淮安 江苏大学淮阴卫生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黄河北路

２号

连云港 江苏大学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连云港市新浦区晨光路２号

南京 江苏大学成教院南京教学区函授站 南京大光路大阳沟４２号

南通 江苏大学南通体臣卫生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南通市青年东路１５０号

南通 江苏大学南通职业大学函授站 南通市青年东路１３９号

南通 江苏大学如皋市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函授站 江苏省如皋市科技大厦

苏州 江苏大学常熟市广播电视大学函授站 常熟市泰安新村３１号

苏州 江苏大学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苏州市科华路２８号

苏州 江苏大学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大学函授站 张家港市人民中路８９号

宿迁 江苏大学宿迁市卫生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合欢

路６号

宿迁 江苏大学宿迁学院函授站 宿迁市黄河南路３９９号

泰州 江苏大学姜堰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姜堰市罗塘东路２０１号

泰州 江苏大学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东路８号

无锡 江苏大学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江阴市君巫路２４２号

无锡 江苏大学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函授站 无锡新民路１１９号

徐州 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徐州市三院函授站 徐州市环城路１３１号

徐州 江苏大学徐州中大专修学院函授站 徐州市戏马台写字楼三楼

盐城 江苏大学射阳县卫生培训中心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射阳县人民医院

盐城 江苏大学盐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盐城市人民中路３９号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阳市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函授站 丹阳市白云街３４号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镇江市谏壁镇越河街２７号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丹阳市职教中心函授站
丹阳市丹金路 １号华南巷
１号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阳卫生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丹阳市大南门街６６号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句容卫生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句容市华阳北路卫生大厦

盐城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东台卫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东台市惠民路９号

扬州 江苏大学江都市卫生进修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 江都市庄台路１４号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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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市（地区） （校外）教学点名称 校外教学点地址

海南省 海口 江苏大学海南函授站
海口市和平南路 ２０号
１０６室

福建省 厦门 江苏大学厦门函授站
厦门 市 集 美 区 银 江 路

１８５号

浙江省

温州 江苏大学温州函授站 温州市周宅祠２１号

天台 江苏大学天台函授站
天台县城关百花路一巷

２０号

江西省 南昌 江苏大学江西函授站 南昌市紫阳大道３１８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江苏大学广西函授站

南宁市长岗路三里一巷

４３号

山西省 太原 江苏大学山西函授站
太原市新建路１号山西省
商务厅５０２

湖南省 湘潭 江苏大学湖南函授站 湘潭市下摄司

云南省 昆明 江苏大学昆明函授站 昆明市学府路３８８号

（撰稿人：张东萍　审稿人：房德康）

改革与创新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序号 实验区名称 负责人 公布年份

１ 地方高等院校机械动力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袁银男 ２００７

２ 面向“长三角”国际制造中心机械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王贵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主持人姓名 导师姓名

１ 基于ＡＮＳＹＳ的三通管胀形工艺参数优化 芮晓刚 王雷刚

２ 钛合金表面化学镀研究 贺钰林　张在强 邵红红

３ 基于ＤＳＰ的电力系统谐波检测研究 杨辰星 刘国海

４ 基于Ｃ２Ｃ模式的大学生网络创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吴　佳 马志强

５ 医疗保险基金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茅凯幸 周绿林

６ 面向个性化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大陆与台湾两岸教务管

理信息系统的比较
田　倩 刘秋生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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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主持人姓名 导师姓名

７ 具有热光开关功能的树状旋光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柳　怡 邱凤仙

８ 城市水体中ＰＰＣＰｓ污染物的研究 曹　洁　江　静 吴向阳

９ 绿色溶剂离子液体的生态毒性研究 施成威　刘　蕾 杜道林

１０ ＨＳＫ刀柄动平衡的力学模型及其应用 徐燕云 王树林

１１ 新型耐用耳机的设计制作 罗捷林　祝　娇 陈　进

１２ 铜绿假单胞菌菌毛ｐｉｌＡ基因克隆表达及其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朱　玺　石圆圆 邵世和

１３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慢性胃炎与焦虑情绪、血清 ＩＬ８、ＴＮＦ－α的
相关性研究

周露璐 许文荣

１４ 基于视频的人脸表情识别技术研究与实践 杨启超　丁剑青 詹永照

１５ 数据库课程实验过程评估软件研究与开发 杨立凡 杨鹤标

１６ 地面控制式吊装起重机探索研究 焦友进 刘荣桂

１７ 嵌入式图形显示系统在ＰＮ结测试中的应用 郭　青　赵　雷 曹国荣

张文干

１８ 道路交通事件检测研究 何英业 刘志强

１９ 汽车空气悬架的模糊ＰＩＤ控制设计 陈蓉蓉 陈　龙

２０ 燃料特性对柴油机颗粒排放的影响 汪家全 孙　平

２１ 能源供需储备的复杂网络模型 许培琳 田立新

２２ 五味子多糖体内抗肿瘤活性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王　丹　蒙春艳 仰榴青

２３ 中药复方中有效成分胃肠道吸收及体内药动学特征的研究 冯　旭　汪志贵 欧阳臻

２４ 电磁炉的改良设计 马骏铧　冯家宝 何灿群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所在学院 年份

２００９００１ 电泳沉积组装碳纳米管／碳纤维复合界面
结构

施　周 闵春英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２ 超临界火电机组用不锈钢材料的研发 潘徐杰、田冬敏 李冬升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３ 钛合金表面化学镀研究 贺钰林　张在强 邵红红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４ 基于ＡＮＳＹＳ的三通管胀形工艺参数优化 芮晓刚 王雷刚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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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所在学院 年份

２００９００５ 超声化学合成 ＴｉＢ２／Ｍｇ复合材料的微结
构及性能研究

吴丹妮 张松利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６ 高效连铸结晶器非正弦振动过程优化技术

研究与应用
宋邦民　王振东 王宏明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７ 镇江市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的评价与控制

研究
龚毓嘉 朱乃平 财经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８ 基于ＤＳＰ的电力系统谐波检测研究 杨辰星 刘国海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０９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水稻氮素亏缺识别研究 吴静菲 孙　俊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０ 电子镇流器的研究设计 蒋　超 任明炜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１ ＤＳＰ在汽车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黄　超 刘跃峰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２ 汽车线束测试的研究 盛碧云 盛占石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３ 变压器励磁涌流的智能识别方法 马　锋 黄永红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４ 基于模糊神经逆的赖氨酸反应过程关键参

量软测量研究
宋宝举 嵇小辅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５ 基于气敏传感器阵列的人体气味识别安防

门设计
郭　平　徐　标 高　平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６ 基于手指静脉的身份识别系统研究 王朝霞 梅从立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７ ＭＣＵ实现的ＰＬＬ频率合成技术 黄永文 秦　云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８ 江苏大学职工医院设施规划改善 束玉蓉　钱兰菊 贡文伟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９ 关于无纸化阅读的社会调查及基于调查的

实践应用
顾　巍 李守伟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０ 句容市农特产品网络营销平台构建与推广 金江林　余　路 郭龙建

熊　强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１ 面向个性化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大陆与台湾两岸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比较
田　倩 刘秋生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２ 基于 Ｃ２Ｃ模式的大学生网络创业现状与
对策研究

吴　佳 马志强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３ 江苏省医疗保险运行评价体系 茅凯幸 周绿林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４ 掺杂稀土介孔分子筛的合成与应用研究 徐晔海　解　涛 赵　谦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００９

１７４



!"#$

续表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所在学院 年份

２００９０２５ 具有热光开关功能的树状旋光聚合物的制

备及性能研究
柳　怡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６ 城市水体中ＰＰＣＰｓ污染物的研究 曹　洁　江　静 吴向阳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７ ＧＥ－微型高效餐饮废水除油器 陈焱焱　杨　娅 解清杰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８ 绿色溶剂离子液体的生态毒性研究 施成威　刘　蕾 杜道林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２９ 羟基自由基氧化氨法脱硫中亚硫酸铵的试

验研究
江　静　李　丹 依成武 环境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０ ＨＳＫ刀柄动平衡机的设计 徐燕云 王树林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１ 通用遥控多功能电子开关 王　俊 张西良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２ 特种加工技术训练 白欣欣　孙林林 任乃飞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３ 数控机床机械手机构及控制系统的设计 权苏勤　陈　亢
顾寄南

尹小琴

尹　青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４ 新型耐用耳机的设计制作 罗捷林　祝　娇 陈　进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５ 基于虚拟仪器的氢化纳米硅薄膜的应变灵

敏系数的测量
潘　浩 李伯全

潘海彬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６ 微型精密电子元件的高速级进模数字化样

机研发
赵　昊 陈　炜 机械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７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慢性胃炎与焦虑情

绪、血清ＩＬ８、ＴＮＦ－α的相关性研究
周露璐 许文荣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８ 抑郁症发病机制与脑影像诊断可行性研究 陈国中　李　阳

姜　平
王冬青

李国海

吴　琴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３９ 铜绿假单胞菌菌毛ｐｉｌａ基因克隆表达及其
抗体的制备

朱　玺　石圆圆 邵世和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０ 肠道病毒７１型核酸疫苗的研制 袁　潇　李佳骏 王胜军
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１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上的太阳能供电装置

的设计
钱爱华 曹清华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２ 组合式时间红外光控照明控制器 蔡晓磊 俞　?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３ 基于Ｂ／ｓ结构的教学辅助系统的研究与
实现

史秀群 林　琳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４ 基于网络的智能教学模型研究 茅冬梅　张星星 梁　军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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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所在学院 年份

２００９０４５ 基于视频的人脸表情识别技术研究与实践 杨启超　丁剑青 詹永照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６ 基于ＰＣＡ方法的视频水印技术研究 吴静丽　沈年凤 沈项军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７ 基于ｓｔｒｕｔｓ的电子商务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史武宁 陈继明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８ 数据挖掘技术在入侵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邹　宁 薛安荣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９ 辅助学习训练与评价系统设计 曹　骏 潘雨青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０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可靠传输系统 屈小茜　程　发 王良民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１ 数据库课程实验过程评估软件研究与开发 杨立凡 杨鹤标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２ 孔压静力触探（ＣＰＴＵ）确定桩基承载力的
新方法

王会勤　王　帅 苗永红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３ 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与自我建构合理专业

知识结构的学习策略调查研究
冯亦倬　陆鑫达 李医民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４ 嵌入式图形显示系统在 ＰＮ结测试中的
应用

郭　青　赵　雷 曹国荣

张文干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５ 层状地基沉降的传递矩阵算法 仓乃瑞　彭怀林 陆建飞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６ 地面控制式吊装起重机探索研究 焦友进 刘荣桂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７ 住宅的外墙植物隔热外挂板研发 何欢欢 胡白香 理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８ 不同剂量黄芪注射液药物后处理对肾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影响
陆佳伟 陈永昌 临床医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５９ 运动对机体脑铁状态和铁转运蛋白的影响

及其调节机制的探讨
刘显东　解　洋 车力龙 临床医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０ 汽车再生制动系统建模仿真与试验研究 潘　科 何　仁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１ 子午线轮胎性能的多目标优化技术研究 梁新欣　王　晨 王国林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２ 汽车Ａ柱视野盲区消除系统的驾驶员视
点空间识别技术研究

符　凯　茅峻杰 葛如海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３ 汽车空气悬架的模糊ＰＩＤ控制设计 陈蓉蓉 陈　龙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４ 道路交通事件检测研究 何英业 刘志强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５ 一级公路无信号交叉口交通安全评价研究 王　胜　叶遷辰 常玉林

姚　明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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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主持人
指导

教师
所在学院 年份

２００９０６６ 无轴平衡斜置单缸发动机平衡计算与振动

分析
关　涛 刘胜吉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７ 燃料特性对柴油机颗粒排放的影响 汪家全 孙　平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８ 第二代单缸风冷柴油机的调速性能分析与

限油器设计
李晓东 尹必峰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９ 转基因 （ｔＡＰＸ）烟草耐盐及其抗氧化能力
的提高

莫明辉 孙卫红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 表面分子印迹 －固相萃取分离／富集茶叶
中ＥＧＣＧ的研究 王艳红　王宁 段玉清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１ 农药西维因仿生免疫亲和柱的制备 王　辉　周凡琨 张　灿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２ 生物活性追踪法对荷叶抗低密度脂蛋白氧

化的研究
姚丽娅　张文鹏 江慎华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３ 学习策略在英语口语中的应用研究 黄德让　蔡小演 张　瞞 外国语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４ 五味子多糖体内抗肿瘤活性及作用机制的

研究
王　丹　蒙春艳 仰榴青 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５ 中药复方中有效成分胃肠道吸收及体内药

动学特征的研究
冯　旭　汪志贵 欧阳臻 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６ 气浮溶剂浮选分离富集红景天中有效成分

的研究
黄　磊　郑昌玲 戈延茹 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７ 电饼铛概念设计 薛　露　陈　研 张　凯 艺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８ 高校导向系统设计研究 赵乐意　陈
$

霏 王　强 艺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７９ 以新概念厨房为媒介的虚拟设计公司的运

作研究
王海波　马　蓉 沙　强 艺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０８０ 电磁炉的改良设计 冯家宝　马骏铧 何灿群 艺术学院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序号 学院 基地名称 负责人 公布年份

１ 机械学院 “现代机械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王贵成 ２００８

２ 管理学院 中小企业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梅　强 ２００８

３ 电气学院 电气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孙玉坤 ２００８

４ 汽车学院 汽车类人才实践创新基地 王国林 ２００８

５ 能动学院 流体机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 陈汇龙 ２００８

６ 临床医学院 医学类人才临床技能培养实验基地 眭　建 ２００８

（撰稿人：薛宏丽　审稿人：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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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综述

研究生处坚持把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

创新型人才作为根本目标，不断深化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内

涵质量，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强

力支撑。

【招生工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研究
生招生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省考试

院招生政策规定，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

服务考生、服务社会的水平；坚持依法治考，

坚决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良好信誉；坚持队

伍建设，切实加强招生队伍的思想、业务、作

风和廉政建设，使本年度的招生宣传、报名、

考试、评卷、复试、录取等工作得以顺利

完成。

招生计划完成情况：２００９年学校全日
制硕士生报考人数为３２７８人，博士生报考
人数为２３９人，共录取全日制研究生１７３２
人，其中硕士生１５８６人（含学术型硕士生
１５７０人、专业学位硕士生 １６人），博士生
１４６人。另外，本年度录取台湾籍研究生２２
人，其中博士生３人、工商管理硕士１９人。
教育部为进一步规范硕士生单独考试招生

工作，对各招生单位单考招生规模进行一定

程度的调减，学校单考招生规模由２００８年
的１５人调整为１０人。

积极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

加大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国教育在

线等教育门户网站招生宣传的力度，吸引更

多优质生源报考。进一步完善研究生信息

管理系统，及时发布招生相关信息，为考生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树立学校研究生招生良

好形象。

严格按照省考试院要求，完成了试卷、

答卷保密室监控系统的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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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做好人员培训，确保了本考点涉及全

国２１３家招生单位的４７０９名考生的信息确
认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考试期间，积极

争取校内外相关单位的支持，成立研究生入

学考试考务领导小组，制订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了试答卷安全

保密万无一失和考试组织工作顺利完成。

本考点被评为江苏省研究生招生考务管理

工作考核优秀单位。

修订招生考务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

进一步规范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命题人员

的管理，并加强对其进行保密意识教育；进

一步加强试答卷安全保密工作，把涉密人员

签署保密协议书制度落到实处。２００９年继
续采用公开招考、提前攻博两种方式招收博

士生，明确了招生指标分配和复试分数线划

定的原则，招生政策向国家重点学科、学校

强势学科、优秀博士生导师予以倾斜。

【培养工作】　坚持培养质量中心地位，突
出实践与创新主题，积极探索各类研究生培

养模式和教学规律。针对新增研究生招生

类别，完成了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制订工作，开展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的培养调研。正式成立江苏大学第一届研

究生教育督导组，建立了比较齐全的研究生

课程教学督导工作制度。全面开展了研究

生课程教学检查、听课工作，完成了培养环

节抽查和培养手册的审核工作，进一步加强

了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不

断深化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初

步构建学校研究生基础实验类课程体系。

认真落实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全面修

订了包括《江苏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条例》

在内的研究生培养相关文件，进一步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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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学籍管理和各项规章制度。

积极开展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加强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组织开展了校博士

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的评选和江苏省研究

生创新工程项目的推荐工作，共遴选校博士

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５１项，获批江苏省研
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３２项、江苏省优秀研究
生课程２门、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课题 ４项（其中重点课题 ２项）。
遴选、审批了校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１８项，
有力推动了我校特色研究生精品课程和教

材建设。积极开展校际交流，组织研究生参

加全国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全国研究生暑

假学校等活动。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召开了

２００８年新增研究生导师培训会。首次单独
组织三支队伍参加全国研究生建模比赛，并

获全国二等奖１项。
在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首批设站工

作中，学校与试点城市张家港的合作企业获

批４个工作站（全省共３２个）；推荐第二批江
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２９个，获批２２个，进
一步加强了研究生的产学研联合培养。

【学位工作】　上半年授予博士学位６４人，
各类硕士学位 １０３１人（其中全日制硕士
８２６人、工程硕士１２２人、ＭＢＡ学员５１人、
高教硕士３２人）；下半年授予博士学位４９
人，各类硕士学位５４０人（其中全日制硕士
３２７人、同等学力硕士 ５人、工程硕士 １４４
人、ＭＢＡ４４人、高教硕士２０人）。

由丁建宁教授指导的、机械电子工程学

科王权博士的论文获２００９年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提名奖。

组织开展了校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评选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推荐

工作，共评选出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９篇、
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６４篇；获批省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４篇，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１２
篇，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目前各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

工作规范、有序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了非

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工作的二级管理，对工

程硕士、ＭＢＡ、高教硕士、同等学力硕士研究
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做了调整，其答辩委

员会成员组成只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审批，不再由校学位委员会审核盖章。至

此，所有类别硕士研究生学位工作均实现了

二级管理。

全面修订了《江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暂

行实施细则》，制订出台了《江苏大学优秀研

究生学位论文评选办法》、《江苏大学涉密研

究生及其学位论文工作管理规程（试行）》、

《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提前送审和提前

答辩规定》、《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

格式要求》、《江苏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实施

办法》，以确保我校在研究生规模日益扩大的

形势下，学位授予质量能稳步提高。

【专业学位工作】　新增临床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点，新增电子与通信工程、制药工程 ２
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从而使学校的专

业学位类别进一步得到扩大，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领域现已达到１８个。
学校在近几年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招生工作中，自主自律，成绩显著。今

年，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招生文件中，学校

进入了全国前３０名，江苏省仅有南京大学
和江苏大学２所高校。
２００９年共录取各类专业学位研究生

４３３人，其中工程硕士３５２人、高教硕士５０
人、ＭＢＡ学员 ３１人。完成了 ２０１０年度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初试、第二阶段的复试、面

试工作，上线人数近 ４００人（自 ２０１０年开
始，学校不再招收高教硕士）。

结合实际需要，制订和修订了《江苏大

学专业学位与非学历研究生教育经费管理

办法》、《工程硕士班主任具体工作职责》、

《工程硕士导师经费、班主任津贴、办班开拓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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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管理与发放办法的指导性方案》等一系列

相关政策及规定。下半年开始实行工程硕

士教育工作例会制度，及时沟通、解决平时

工作中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

水平。同时，工程硕士（单证）新生的入学

报到时间提前到３月底，使入学教育的效果
明显提高。

受全国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教

育协作组的委托，研究生处与汽车学院一起

承办了全国工程硕士交通运输工程领域

２００９年工作研讨会，共有来自全国２５家培

养单位，包括５位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１
位全国工程硕士教指委在内的５５位领导及
专家参加了会议。

与工商管理学院、ＭＢＡ中心一起，组织
了学校 ＭＢＡ专业的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取
得了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另外，经工程硕

士项目管理领域资质认证评估专家委员会

的评审，学校被确定为第三批获得与国际项

目管理专业资质（ＩＰＭＰ）认证合作资格的培
养单位，进一步扩大了学校项目管理领域工

程硕士的社会知名度。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０９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

序号 博士后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姓名 编号 进站时间

１ 杨启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陈　龙 ７１８７９ ２００９．０１．０４

２ 徐　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程晓农 ７１８８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４

３ 宋浩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湘黔 ７１８８２ ２００９．０１．０４

４ 陈全胜 农业工程 赵德安 ７３１５６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５ 郭忠建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７３１５７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６ 盛维琛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　明 ７３１５８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７ 王振斌 农业工程 李萍萍 ７３１５９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８ 张锡凤 机械工程 程晓农 ７３５７６ ２００９．０４．１０

９ 盛永祥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７３５７７ ２００９．０４．１０

１０ 夏利猛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７３５７８ ２００９．０４．１０

１１ 刘艳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７３９１１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１２ 费德成 机械工程 何　仁 ７３９１２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１３ 揭琳锋 机械工程 李仲兴 ７４８６５ ２００９．０６．１２

１４ 何荣海 农业工程 黄星奕 ７６０２７ ２００９．０７．０２

１５ 田红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７６０２８ ２００９．０７．０２

１６ 武小红 食品科学与工程 赵杰文 ７６０２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２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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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博士后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姓名 编号 进站时间

１７ 朱文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李华明 ７６５４３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１８ 陈俊杰 机械工程 王　谦 ７６５４６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１９ 王正岭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　明 ７６５４８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２０ 王　忠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银男 ７６５４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２１ 王　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７６５５１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２２ 陈庆樟 机械工程 何　仁 ７６５６６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２３ 陈华友 农业工程 李萍萍 ７６８４９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２４ 周江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７６８５０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２５ 李国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７６８５１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２６ 戴晓晖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７６８５２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２７ 徐婉珍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７６８５３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２８ 王　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７８０４７ ２００９．０８．３１

２９ 刘　军 农业工程 李萍萍 ７８０５０ ２００９．０８．３１

３０ 倪纪恒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７８１３３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３１ 崔熙贵 机械工程 程晓农 ７８５３２ 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３２ 崔承云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７８５３４ 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３３ 朱兴业 机械工程 袁寿其 ７８５３５ 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３４ 王宝玺 管理科学与工程 范　明 ７９２０３ 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３５ 唐　华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长生 ７９２０４ 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３６ 蒋小平 农业工程 施卫东 ７９２０７ 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３７ 曹卫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施卫东 ７９２７１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

３８ 汤　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刘胜吉 ７９２７２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

３９ 闵春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湘黔 ８０９４０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４０ 蒋书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８０９４１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４１ 孙秀娟 机械工程 程晓农 ８０９４２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４２ 林　琳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湘黔 ８０９４３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４３ 薛永来 农业工程 杜道林 ８０９４４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４４ 程　伟 机械工程 王贵成 ８０９４５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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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

序号 博士后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姓名 编号 出站时间

１ 闫永胜 农业工程 吴春笃 ５１０１１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２ 张红印 食品科学与工程 董　英 ５１３７３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３ 陈树人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５１６０９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４ 王学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５１７３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２

５ 石启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５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６ 贾卫东 农业工程 李萍萍 ５４１４８ ２００９．０２．１９

７ 邱凤仙 农业工程 李萍萍 ５４１４９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８ 向清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５４３３６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９ 段玉清 食品科学与工程 闫永胜 ５５５６８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 陈士安 机械工程 何　仁 ５７７６２ ２００９．０４．１６

１１ 吕晓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谢吉民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２００９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序号 博士后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 陈明阳
微结构芯光子晶体光纤的传输特性及

制作研究
２００９０２５０５ 特别资助 第二批

２ 姚红兵
纳秒量级强激光加载金属材料前期发

展过程测试基础研究
２００９０２５０６ 特别资助 第二批

３ 宋浩杰
碳纳米管／炭基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
其摩擦学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６９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４ 何志霞 柴油机高压喷射空穴雾化机理的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０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５ 梅从立
基于ＳＢＭ的泵类旋转机械工况监视
与故障预示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１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６ 殷久利
光纤传播模型中新型孤子的稳定性分

析及控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２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７ 李春泉 云制造理论及访问控制方法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３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８ 许桢英 微构件热弯成形制造基础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４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９ 黄国平
家蚕丝素水解物治疗２型糖尿病功能
成分的制取与初步鉴定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６ 二等资助 第四十五批

１０ 武小红
基于模糊分类的水果可见光／近红外
光谱分级技术

２００９０４６００７８ 一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１ 王　权 氢化硅薄膜介观力学行为及其微机械

加工工艺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４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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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博士后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２ 戴晓晖
光动力治疗癌症高分子纳米生物材料

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５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３ 徐婉珍
钛基微／纳米材料表面分子印迹高选
择性深度脱硫及脱硫行为和机理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６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４ 朱文帅
类ｆｅｎｔｏｎ离子液体在柴油催化氧化脱
硫中的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７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５ 刘　军 典型重金属存在下Ｐｙｓ在水－沉积物
系统中吸附－解吸机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８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６ 崔承云
不锈钢表面激光氧化着色及氧化膜组

织性能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６９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７ 崔熙贵
高强韧铝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性

能及形成机理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７０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８ 陈全胜
碧螺春品质仪器智能化审评中仿生传

感器机理及多位置融合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７１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１９ 王振斌 纤维素水解的酶膜耦合超声效应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７２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２０ 陈华友
高效安全饲用枯草杆菌关键技术平台

基础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７３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２１ 张锡凤
形貌可控纳米金属的摩擦学特性与基

础应用研究
２００９０４６１０７４ 二等资助 第四十六批

２００９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情况

序号 博士后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 杨启志
基于并联结构的车辆多维减振座椅的

系统设计理论研究
０９０１０１０Ｂ 江苏省Ｂ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２ 陈彩凤
有序压电纤维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与

理论研究
０９０１０１０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３ 李春泉 云制造理论及访问技术研究 ０９０１０４７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４ 陈全胜
基于多传感信息融合技术的名优茶品

质智能审评机理及模型研究
０９０１０４８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５ 宋浩杰
高强、高耐磨炭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性能研究
０９０１０７８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６ 黄国平
家蚕丝素水解物中治疗糖尿病功能成

分的制取与鉴定
０９０１０７９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７ 杨宏林
国际金融危机下能源与经济增长理论

的研究
０９０１１３５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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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博士后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８ 王　权 氢化硅薄膜的力学行为及其与微结构

内禀关联特性
０９０２００６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９ 张锡凤
金属纳米润滑油的摩擦学特性与应用

研究
０９０２００７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０ 王正岭
量子点飞秒激光诱导光栅及其微纳尺

度加工新技术的基础研究
０９０２０２８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１ 何荣海
超声场影响葵花籽粕蛋白酶解的分子

机制及反应动力学研究
０９０２０２９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２ 徐婉珍
钛基微／纳米材料表面分子印迹高选
择性深度脱硫及脱硫行为和机理研究

０９０２０５６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３ 王　良 离子液体双水相气浮浮选分离富集环

境中氯酚类内分泌干扰物及机理研究
０９０２１０６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４ 周江波
几类非线性色散波方程中的孤子解

研究
０９０２１０７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１５ 王振斌 纤维素水解的酶膜耦合超声效应 ０９０２１０８Ｃ 江苏省Ｃ类 ２００９下半年

研究生教育

２００９年招收全日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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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 ５５ 　１９ ９０

硕士研究生 １５８６ ６８０ １１７７ １９１

港澳台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２２ ５ ２２

２００９年录取非学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情况

　　　　　　　　　　　统计项
研究生类别　　　　　　　　　　　 录取人员总计（人）

工程硕士 ３０４

ＭＢ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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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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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优博提名

２００９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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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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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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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非线性波系统的精确解与解析近似解 卢殿臣 田立新

２００９年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ＯＲＦ４的研究 苏武杰 王文兵

２ 低比速消防泵准三元优化设计及试验研究 张德胜 施卫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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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近零膨胀ＺｒＯ２－ＺｒＷ２Ｏ８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张志萍 程晓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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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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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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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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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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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云母纳米二氧化钛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任　敏 殷恒波

１１ 循环ＲＮＡ检测及对胃癌诊疗的意义 周洪兴 许文荣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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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获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非线性波动方程分岔中的若干问题分析 张正娣 毕勤胜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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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２ 不同材料界面传热的多尺度建模及物理机制研究 廖宁波 杨　平

３ 工艺因素对Ａｌ－４．５％Ｃｕ合金定向凝固组织及性能的影响 刘海霞 司乃潮

４ 化学法制备负热膨胀性ＺｒＷ２Ｏ８粉体及薄膜 孙秀娟 程晓农

５ 飞秒激光生物细胞介质的微手术微操纵技术研究 杨海峰 周　明

６ 负热膨胀无机薄膜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刘红飞 程晓农

７ 氧化铈基纳米材料的介孔结构合成，形貌控制及其性质研究 李霞章 陈志刚

８ 铜对土壤中拟除虫菊酯农药主要环境行为影响及复合污染生态

效应研究
刘 军 王　谦

９ 离心泵能量性能预测的研究 谈明高 袁寿其

１０ 全射流喷头理论及精确喷灌关键技术研究 朱兴业 袁寿其

１１ ＮＴＰ技术转化柴油机ＮＯｘ及再生ＤＰＦ的实验研究和机理分析 王　军 蔡忆昔

１２ 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级数的有源电力滤波器谐波电流实时检测方法的
研究

李自成 孙玉坤

１３ 几类非线性色散偏微分方程的研究 周江波 田立新

１４ 存储区域网中基于识别异常访问请求的安全子系统研究 蔡　涛 鞠时光

１５ 汽车电磁制动器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平台构建 侯永涛 周孔亢

１６ 离子液体中钨钼配合物催化氧化脱除燃油中有机硫的研究 朱文帅 闫永胜

１７ 基于多源图像信息融合的收获目标准确定位研究 李明喜 毛罕平

１８ 气吸振动式精密排种器理论及试验研究 赵　湛 李耀明

１９ 企业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朱乃平 孔玉生

２００９年获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邓小平的实用理念与近代经世实学思潮 冯　婷 陈　林

２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民分化问题研究 魏文迪 戴迎华

３ 关于Ｓｕｄｄｅ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ｈａｏｓ控制及同步的研究 董高高 田立新

４ 一个新的超混沌系统的动力学分析、控制与同步研究 郑　松 蔡国梁

５ 树上马氏链的若干极限定理 石志岩 杨卫国

６ Ｍ／Ｇ／１重试可修排队模型 周宗好 朱翼隽

７ 微／纳米二氧化硅表面印迹固相萃取与原子光谱法联用分离／富
集重金属的研究

王玲玲 阎永胜

８ 热量控制对家蚕生长发育的影响 李怡佳 陈克平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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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９ ＢＺ化学振荡系统的非线性分析及控制 李　勇 毕勤胜

１０ 一种高分子槽道湍流减阻模型的探索 吴桂芬 李昌烽

１１ 液压式微量进给驱动器的研制及其特性研究 张　兵 王树林

１２ 激光驱动飞片加载金属箔板弯曲成形的技术研究 杨　昆 王　霄

１３ 切削方向毛刺／亏缺形成的界限转换及其控制技术研究 沈钦西 王贵成

１４ 激光喷丸镁合金疲劳行为的数值分析与实验研究 蒋素琴 周建忠

１５ 激光自动划痕检测膜基界面结合强度的系统集成与实验研究 叶　勇 冯爱新

１６ 基于聚焦式超声悬浮的低频超声雾化喷头仿真及试验研究 任　宁 高建民

１７ 横观各向同性复合材料的激光超声有限元模拟 孙宏祥 许伯强

１８ 纳米晶Ｆｅ０．１３［ＣｏｘＮｉ１００ｘ］０．８７合金微细纤维的制备及磁性能研究 陈　云 沈湘黔

１９ 超声化学原位合成颗粒增强７０５５基复合材料及其微结构研究 陈登斌 赵玉涛

２０ 奥氏体不锈钢渗硅及其抗高温腐蚀性能应用研究 王金兰 罗新民

２１ Ｍｇ２Ｓｉ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徐云龙 陈　刚

２２ 生物质流化床气化制取富氢燃气试验系统设计与试验结果 李伟振 王立群

２３ ＤＢＤ型低温等离子体转化ＮＯｘ的研究 庄凤芝 蔡忆昔

２４ 轻型车用高压共轨柴油机工作过程性能仿真与优化匹配 康　红 刘胜吉

２５ 生物柴油ＮＯｘ生成规律的分析与试验研究 顾士强 王　忠

２６ 变量喷洒喷头理论及流场数值模拟与试验研究 刘俊萍 袁寿其

２７ 交流磁轴承电主轴系统优化设计与试验研究 邬清海 朱誯秋

２８ 基于神经网络控制的两电机同步调速系统 陈　冲 刘星桥

２９ 图像处理技术在架空线路绝缘子破损检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蒋志佳 刘国海

３０ 基于左手化媒质平板透镜的早期乳腺癌检测成像及微波热疗技

术研究
宫　宇 王　刚

３１ 矿用ＲＦＩＤ分形天线的设计与研究 杨汉华 闫　述

３２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远程数据传输及方向回溯天线 陈　玲 闫　述

３３ 基于神经网络自整定ＰＩＤ参数的三电机同步解耦控制系统 赵　亮 刘星桥

３４ 客车电控空气悬架控制系统的研究 王　炳 陈照章

３５ 能源结构的调整及能源战略的研究 赵柳榕 田立新

３６ 基于ＭＡＳ和驾驶员行为的汽车追尾预警模型研究 梁　军 程显毅

３７ 基于隐私保护聚类的分析与研究 姜冬洁 薛安荣

３８ 带有空间特性角色约束的研究 汤　铸 鞠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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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３９ 海关码头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 陈潇君 鞠时光

４０ 添加膨润土和掺杂稀土介孔分子筛的制备与表征 唐雅静 姜廷顺

４１ 双车道公路线形及其连续性与交通安全的关系研究 王运霞 刘志强

４２ 番茄采摘机器人夹持系统的加减速过程研究 李智国 李萍萍

４３ 基于支持向量机苹果采摘机器人视觉系统的研究 王津京 赵德安

４４ 低压低功耗ＣＭＯＳ运算放大器设计 植万江 成　立

４５ 离子液体中过氧钨钼杂多化合物催化氧化燃油脱硫的研究 何立宁 李华明

４６ 基于声辐射模态的声场重构及其应用 杨东升 姜　哲

４７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检测绿茶有效成分的研究 郭志明 赵杰文

４８ 生物信息学模拟制备降血压肽及酶膜耦合制备麦胚 ＡＣＥ抑制
肽的研究

赵伟睿 马海乐

４９ ＳＡ、ＭｅＪＡ及Ｏ３增强拮抗酵母对水果采后病害的控制效应 马龙传 姜　松

５０ 食管鳞癌放疗患者外周血 ＴＨ１／ＴＨ２转录因子和细胞因子的表
达及艾迪注射液对其调节作用

王　强 陈德玉

５１ 脐带间质干细胞治疗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实验研究 曹慧玲 许文荣

５２ 干细胞标记物 Ｏｃｔ４、Ｎａｎｏｇ和 ＡＢＣＧ２在胃癌中的检测及诊断
意义

陈　忠 许文荣

５３ ＮＧＦ在人脑胶质瘤中的亚细胞定位及其在胶质瘤诊断及靶向
治疗中的应用

杨　勇 袁志诚

５４ ５氮杂２′脱氧胞苷对肾癌细胞 ＯＳＲＣ２增殖及 γｃａｔｅｎｉｎ基因
甲基化影响

陶美满 孙　浩

５５ 鞘内给药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的临床研究 杜春雷 蔡学见

５６ 复方降脂微丸的研制 杨　雨 欧阳臻

５７ 板蓝根抗病毒物质基础组分结构及蓝莲微丸成型工艺研究 安益强 贾晓斌

５８ 夏枯草防治肺癌物质基础筛选体系的研究 封　亮 贾晓斌

５９ 供应链风险管理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模型研究 陈敬贤 施国洪

６０ 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结构研究 李靠队 孔玉生

６１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风险评价研究 洪　涛 马志强

６２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查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金玉成 唐　恒

６３ 我国Ａ股市场羊群行为及正反馈交易的实证研究 焦小伟 查奇芬

６４ 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 汪长柳 赵喜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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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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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第四届“青春·挑战·使命”研究生科技文化

节开幕式暨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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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

２ 江苏大学研究生“信息与科研”系列讲座

主办：党委研工部

科技信息研究所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３－６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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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月

４ 江苏大学研究生“放飞梦想”创业就业咨询会

主办：党委研工部

镇江市工商局

承办：校研究生会

镇江民营经济协会

４月２２日

５ 江苏大学首届“校长杯”模拟面试大赛

主办：关工委、团委、学工

处、党委研工部、

承办：流体中心、工商学

院、研会营销协会

４月中旬

６ 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讲坛”———《音乐与科学的不解之

缘》主讲人：吴守一

主办：党委研工部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５月６日

７ 江苏大学研究生“规划自我、探索未来”———职业生涯规

划系列培训

主办：党委研工部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５－６月

８ 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讲坛”———研究生创业指导专题

讲座

主办：党委研工部

承办：校研究生会
５－６月

９ 江苏大学“动感地带杯”第八届研究生篮球联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３－４月

１０ 江苏大学第三届“青春·挑战·使命”研究生摄影大赛 主办：校研究生会 ３－５月

１１ 江苏大学研究生 “江大丽人行”系列活动 主办：校研究生会 ４月

１２ 江苏大学“外文周末影苑”优秀影片展播 主办：校研究生会 ４月

各研究生分会特色活动

１ 食品学科科技报告会 食品学院 ３月下旬

２ 科技ＰＰＴ制作大赛 食品学院 ３月下旬

３ 江苏大学市场营销策划大赛 工商学院 ４月初

４ 环境学院社区联谊系列竞赛 环境学院 ４月中旬

５ 野生药用植物野外实地考察 药学院 ４月下旬

６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纪念五四运动讲座 人文学院 ４月底

７ 走进“自由舰”汽车文化系列活动 汽车学院 ４－５月

８ “青春讲坛”系列活动 财经学院 ４月

９ “展现青春，绽放自我”职装丽人行 财经学院 ４月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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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活　动　内　容 主办或承办单位 时间

１０ 保护镇江文化遗产的调查走访 艺术学院 ４－５月

１１ “电气杯”科技征文与电子制作大赛 电气学院 ４月

１２ “电气杯”宏图三胞创业大赛 电气学院 ４月

１３ “青春·挑战·使命”主题演讲 计算机学院 ４月上旬

１４ 科技制作与发明竞赛 计算机学院 ４月中旬

１５ “走进社区”电脑爱心义修 计算机学院 ４月中旬

１６ 社区文化宣传月系列活动 工商学院 ５月上旬

１７ 工商学院英语演讲比赛 工商学院 ５月１３日

１８ “才华横溢”ＤＶ摄影大赛 材料学院 ５月

１９ 五院联合大型学术交流论坛
环境、化工、食品、药学、

材料学院
５月

２０ “关注环境日”宣传活动 环境学院 ６月５日

２１ 社会实践之参观江大蜂胶基地 环境学院 ６月中旬

２２ 环保系列电影展播 环境学院 ６月

２３ 环境学院优秀志愿者报告会 环境学院 ６月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一览

序号 活 动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承办单位

１ 校研会干部“学位与职位”交流研讨会 ３月中旬 研究生楼会议室 校研究生会

２ “大学隐性知识的管理”讲座 ３月１１日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３ “研本共建”考研交流会 ３月２５日 艺术学院１３０６室 艺术学院

４ 临床医学与复旦大学医学交流会 ３月２８日 医学院２１０７室 临床医学院

５ “植物对适应体系反应的分子机制”讲座 ３月 生环楼６０４室 生科院

６ “汽车软件”学习交流会 ４月３日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室 汽车学院

７ “无轴承电机磁悬浮技术的研究”讲座 ４月８日 电气楼４１５报告厅 电气学院

８ “谈英语学习”交流会 ４月９日 流体中心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９ “金融危机下的学生职业规划”讲座 ４月１０日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室 汽车学院

１０ “走进澳大利亚”外教讲座 ４月１０日 研究生报告厅 外国语学院

１１ 财会类考证经验谈 ４月上旬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１２ 研究生读书交流会 ４月１３日 艺术学院１３０４室 艺术学院

１３ 关于《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的讨

论会
４月１４日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９０



!"#$

续表

序号 活 动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承办单位

１４ “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讲座 ４月１６日 流体中心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１５ 研究生学习经验交流会 ４月１７日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室 汽车学院

１６ “文献信息获取与利用”专题讲座 ４月２４日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室 汽车学院

１７ “浅谈如何积极筹备科研工作”讲座 ４月下旬 临床医学院

二楼会议室
临床医学院

１８ “由创新明星到创业之星”———优秀校友

刘春生讲座
４月 研究生报告厅 能动学院

１９ “研本共建”考研经验交流会 ４月 材料学院报告厅 材料学院

２０ “求知、创新”机械创新论坛 ４－５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学院

２１ “英美文化之旅”外教讲座 ５月８日 研究生报告厅 外国语学院

２２ “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后果”谈 ５月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２３ 读书活动汇报会之一 ５月上旬 １号楼１５０１室 工商学院

２４ “补救性德育研究”研讨会 ５月１２日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５ “现代泵设计与喷灌技术”讲座 ５月１５日 流体中心

第一会议室
流体中心

２６ “管理类研究生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

主题辩论会
５月中旬 １号楼１５０１室 工商学院

２７ 食品健康知识宣传和答疑系列活动 ４月 三岔口（暂定） 食品学院

２８ “科研之路上的科学发展观”系列活动 ５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学院

２９ “大学办学成本分析”讲座 ６月９日 三江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０ 读书活动汇报会之二 ６月上旬 １号楼１５０１室 工商学院

３１ “选择职业，选择未来”就业知识探讨 ６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学院

３２ 职场研讨会 ６月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３３ 研本共建———学生会与研分会工作交流会 ６月 临床医学院

二楼会议室
临床医学院

３４ 研究生新老干部思想交流会 ９月中旬 研究生楼５１９室 校研究生会

３５ 研究生社区文化建设自我管理研讨沙龙 ９月底 研究生楼１１１室 校研究生会

３６ 研究生的成长 １０月上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３７ “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六年与实践”讨

论———暨新老生见面交流会
１０月中旬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８ “６０年走过的历程”讲座 １０月中旬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３９ 学术交流会 １０月下旬 汽车楼３１２会议室 汽车学院

４０ “我看中国６０周年管理历程”研讨会 １０月下旬 １号楼１５０１室 工商学院

４１ “生活中的艺术”学习交流会 １０月１４日 艺术学院楼１３０６室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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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活 动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承办单位

４２ “东亚共同体建成后对中国的利与弊”交

流会
１０月１９日 １号楼１５１７室 财经学院

４３ 能源与污染研讨会 １０月２０日 化工楼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４４ 研究生会制度及研究生党建工作学习研讨

沙龙
１０月２５日 研究生综合楼 校研究生会

４５ 研究生干部素质师生研讨沙龙 １０月２５日 研究生楼Ｙ２０３室 校研究生会

４６ 科技论文大赛经验交流会 １０月２５日 人文学院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４７ 食品安全学术研讨会
１０月２８日
或３１日 食品楼２０４室 食品学院

４８ 毕业论文经验交流会 １０月 理学院４０１会议室 理学院

４９ “野生药用植物采集与鉴别”实地考察交

流会
１１月上旬 南山生态园 药学院

５０ “研究生生涯导航”经验交流会 １１月上旬 电气楼４１５室 电气学院

５１ “挑战造物主———功能高分子的明天”座

谈会
１１月中旬 化工学院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５２ 学术论文撰写研讨会 １１月中旬 农测楼１０１会议室 农业工程研究院

５３ 关于“高考是否应该改革”的讨论 １１月中旬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５４ “增强科研能力、提升论文水平”交流会 １１月下旬 主楼２３０８室 环境学院

５５ “环境与化学———机遇与挑战”交流会 １１月下旬 化工学院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５６ “医学论文开题”经验交流会 １１月１６日 临床医学院２１０７室 临床医学院

５７ 启迪与梦想－研究生学术经验交流会 １１月 研究生报告厅 能动学院

５８ 研究生论文研讨会（文学方向） １２月上旬 外语学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５９ “药学英语”学习交流会 １２月中旬 药学院报告厅 药学院

６０ “我的研究之路”经验交流会 １２月中旬 机械学院

会议室Ａ４０７室 机械学院

６１ 关于“饮食与卫生”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１２月上旬 食品楼２０４或
报告厅

食品学院

６２ “化工科技与可持续发展”座谈会 １２月上旬 化工学院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６３ “高等教育学”学术讨论 １２月中旬 １号楼１８０７室 教师教育学院

６４ 职场经验交流会 １２月中旬 报告厅１１０室 工商学院

６５ 考证经验交流会 １２月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６６ “学习方法经验”交流会 １２月 理学院４０１会议室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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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创新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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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

１ ＣＸ０９Ｂ＿０６０Ｒ 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毛　磊

２ ＣＸ０９Ｂ＿０６１Ｒ 基于微观视角的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研究 沈　斌

３ ＣＸ０９Ｂ＿０６２Ｒ 中国Ｒ＆Ｄ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系统动态仿真及战略管理研究 陈海波

４ ＣＸ０９Ｂ＿１８９Ｚ 粘弹性薄膜材料的超声无损检测 李　红

５ ＣＸ０９Ｂ＿１９０Ｚ 基于全光纤干涉仪的强短脉冲激光冲击材料特征量的测试技术 佟艳群

６ ＣＸ０９Ｂ＿１９１Ｚ 基于联合式的制造资源发现机制研究 郑立斌

７ ＣＸ０９Ｂ＿１９２Ｚ 复合铁氧体纳米纤维的静电纺丝过程及其电磁特性调控 向　军

８ ＣＸ０９Ｂ＿１９３Ｚ 有机磁敏电阻器件的性能研究 韩　强

９ ＣＸ０９Ｂ＿１９４Ｚ 核电用传热管奥氏体不锈钢的研究开发 李冬升

１０ ＣＸ０９Ｂ＿１９５Ｚ 聚变堆用低活马氏体钢焊接机制的研究 朱　强

１１ ＣＸ０９Ｂ＿１９６Ｚ 高扬程潜水排污泵水力部件优化设计及可靠性研究 李　伟

１２ ＣＸ０９Ｂ＿１９７Ｚ 变量喷洒喷头内部流动机理研究 刘俊萍

１３ ＣＸ０９Ｂ＿１９８Ｚ 血液透析输运过程分析及透析器内流动和传质特性的研究 刘　涛

１４ ＣＸ０９Ｂ＿１９９Ｚ 离子液体萃取分离、富集环境中四环素类抗生素残留的研究 马春宏

１５ ＣＸ０９Ｂ＿２００Ｚ 陀螺稳定平台光电成像跟踪系统关键测控技术研究 许　波

１６ ＣＸ０９Ｂ＿２０１Ｚ 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ａ阶逆的多电机无传感器运行 张　懿

１７ ＣＸ０９Ｂ＿２０２Ｚ 能源供需系统衍生下的复杂性系统研究 董高高

１８ ＣＸ０９Ｂ＿２０３Ｚ 无线传感器网络容侵拓扑定量评估与更新方法研究 熊书明

１９ ＣＸ０９Ｂ＿２０４Ｚ 基于ＨＮＣ中文文本信息抽取模式的研究 朱　倩

２０ ＣＸ０９Ｂ＿２０５Ｚ 智能交通系统运动车辆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张晓娜

２１ ＣＸ０９Ｂ＿２０６Ｚ 基于番茄力学特性的稳定夹持控制策略研究 李智国

２２ ＣＸ０９Ｂ＿２０７Ｚ 温室轴流风送喷雾药液在靶标　植株上的动态润湿研究 陆　军

２３ ＣＸ０９Ｂ＿２０８Ｚ 核壳材料表面分子印迹光催化剂的制备及选择性降解抗生素

研究
霍鹏伟

２４ ＣＸ０９Ｂ＿２０９Ｚ 城市水体中ＰＰＣＰｓ污染物的研究 邹艳敏

２５ ＣＸ０９Ｂ＿２１０Ｚ 反应型离子液体可控合成卤化氧铋及其光催化性质研究 夏杰祥

２６ ＣＸ０９Ｂ＿２１１Ｚ 外源性羟基自由基控制植物病害的研究 何华纲

２７ ＣＸ０９Ｂ＿２１２Ｚ 夏枯草中镇静、催眠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赵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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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２８ ＣＸ０９Ｂ＿２１３Ｚ 粮食加工副产物的微波稳定化机理研究及其应用 徐　斌

２９ ＣＸ０９Ｂ＿２１４Ｚ 基于电子舌、电子鼻和ＧＣ／ＭＳ／Ｏ三技术融合的香醋风味研究 孙宗保

３０ ＣＸ０９Ｂ＿２１５Ｚ 慢病毒介导ＴＮＦαＴｕｍｓｔａｔｉｎ融合基因修饰脐带 ＭＳＣｓ靶向治疗
胃癌实验研究

严永敏

３１ ＣＸ０９Ｂ＿２１６Ｚ 幽门螺杆菌对Ｗｎｔ信号途径βＣａｔｅｎｉｎ蛋白表达的影响 吴　莺

３２ ＣＸ０９Ｂ＿２１７Ｚ Ｔｈ１Ｔｈ１７与ＥＡＭ发生、发展的关系及ＩＬ２７的干预作用 苏兆亮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ＣＸ０９Ｂ＿０１ＸＺ 稀土掺杂ＺｎＯ纳米棒的制备及光学性能研究 郎集会

２ ＣＸ０９Ｂ＿０２ＸＺ 超疏水聚丙烯薄膜的高效制备及机理研究 吉海燕

３ ＣＸ０９Ｂ＿０３ＸＺ 生物质制备高纯氢关键技术研究 吉恒松

４ ＣＸ０９Ｂ＿０４ＸＺ ＣＦＲＰ索超大跨斜拉—悬吊协作体系桥的结构设计研究 陈　蓓

５ ＣＸ０９Ｂ＿０５ＸＺ 基于纳米硅基高效叠层太阳能薄膜电池 祝　俊

６ ＣＸ０９Ｂ＿０６ＸＺ 联合收割机清选室内三维气流场的测定与数值模拟 李洪昌

７ ＣＸ０９Ｂ＿０７ＸＺ 激光喷丸延寿的数字化分析模型与控制技术研究 黄　舒

８ ＣＸ０９Ｂ＿０８ＸＺ 无线地下传感器网络节点部署和可生存性评估 蒋中秋

９ ＣＸ０９Ｂ＿０９ＸＺ 牙龈卟啉菌ｒａｇＢ１４／ＭｙＤ８８高效多价疫苗研究 孔凡芝

１０ ＣＸ０９Ｂ＿１０ＸＺ 轴流泵内部空化流动的研究 李　忠

１１ ＣＸ０９Ｂ＿１１ＸＺ 混合动力汽车传动电力能量传输系统的研究 陈坤华

１２ ＣＸ０９Ｂ＿１２ＸＺ 介孔分子筛表面印迹分离／富集环境中金属污染物及机理研究 刘　燕

１３ ＣＸ０９Ｂ＿１３ＸＺ 树上随机场极限理论的研究 石志岩

１４ ＣＸ０９Ｂ＿１４ＸＺ 不安全驾驶行为检测技术研究 秦洪懋

１５ ＣＸ０９Ｂ＿１５ＸＺ 基于ＦＰＧＡ＋ＤＳＰ的棉花图像识别定位系统的研究 郑　博

１６ ＣＸ０９Ｂ＿０１ＸＲ 综合型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评价研究 周正嵩

１７ ＣＸ０９Ｂ＿０２ＸＲ 中国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卢名辉

１８ ＣＸ０９Ｂ＿０３ＸＲ 我国风能资源开发战略研究 王　健

１９ ＣＸ０９Ｂ＿０４ＸＲ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评价研究 尧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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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序号 课　题　名　称 主持人 课题类别

１ 研究生“四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研究 李晓波　沈　晨 重点课题

２ 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眭　建　朱　冬 重点课题

３ 三种经历———培养研究生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正欣 一般课题

４ 电子信息类学科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与对策

研究
成　立 一般课题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序号 项目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负责人

１ ２６ 材料固态相变与扩散 程晓农

２ ２７ 线性系统理论 陈晓平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１ 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任晓霏

２ 博弈论基础教程（第二版） 李光久

３ 矩阵论 李医民

４ 环境工程中的绿色氧化技术 储金宇

５ 计算机模拟技术及其在农业工程中的应用 陈树人

６ 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 宋余庆　陈健美

７ 面向对象技术与应用 李　峰

８ 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指导 胡嘉波

９ 流体机械内部流动测量技术 杨敏官

１０ 环境工程项目管理 解清杰

１１ 汽车综合节能与净化技术 何　仁

１２ 数据挖掘技术（第二版） 朱玉全

１３ 电磁场数值分析 闫　述

１４ 先进板料成形技术与性能 姜银方

１５ 大学课程论 高有华

１６ 激光制造技术及应用 张永康

１７ 机械优化设计 马履中

１８ 医学研究实验技术讲义 周　红

（撰稿人：周正嵩　审稿人：邹小波）

１９５



%&'()*

（２０１０）

留学生教育

综述

【概述】　２００９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

推进学校“十一五”建设的关键年。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作为海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窗

口部门和来华留学生的管理部门，在校党

委、校长和机关党工委的领导下，在学校各

部门和相关学院的共同努力下，认真学习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科

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等文献，围绕年度

工作目标，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办事程序，做

好来华留学生的招生、教学和管理工作。

２００９年，成建制英文授课班除了医学留学
生１０人外，招收工商管理留学生９人，博士
生１人，语言生１３人，并首次招收汉语授课
美术学专业留学生１人，短期项目７７人次。
【专业设置情况】　留学生具有一定汉语水
平或经过１～２年培训，达到一定汉语水平
的（如ＨＳＫ－６），可以选择学校各学院的相
关专业插班学习，攻读学士学位；也可以选

择有关研究生项目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

位。２００９年，英文授课本科专业有临床医
学（ＭＢＢＳ），新增本 科 专 业 工 商 管 理
（ＢＢＡ）、研究生专业有临床医学（ＭＢＢＳ）。
【改革与创新】　（１）积极调研学习，完善
制度建设。完善制度是留学生教育管理规

范化的前提。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及江

苏大学制度建设活动中，通过学习教育部有

关留学生管理的文件，调研兄弟院校留学生

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办学经验（省外调研：浙

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省内

调研：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完成《江苏大学外国留

学生教育若干规定》（含《江苏大学外国留

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江苏大学外国

留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江苏大学外

国留学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的制订，初

步拟定《江苏大学留学生教育激励政策》等

规章制度。（２）加强对外宣传，拓展招生领
域。扩大留学生规模，招生是关键。２００９
年，学院到非洲加纳的大学、中学开展招生

宣传，拓展了第一个非洲留学生生源国；参

加教育部组织的“２１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展”，把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科研实力宣

传到了欧洲；通过网络 （留学中国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ｒｇ／；中国来华
留学服务网，ｈｔｔｐ：／／ｓｃｈｏｏｌ．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ｕ．
ｃｎ／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１４９／等）、平面媒体（制作宣
传活页）、会议交流（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等）

及与各国中介合作等不同渠道，全方位开展

宣传活动，为学校招收不同学科（理、工、农、

医、文兼具）、不同层次（本科、硕士、博士学

历及短期汉语培训）的留学生，包括游学项

目（如 ＡＢＣＣ文化鉴赏项目）打下了基础。
（３）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让学
生满意”是高校教学的根本要求之一。教学

质量是留学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

吸引留学生来学校求学的最重要的因素。

学院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

有的放矢：① 及时搜集学生对教学效果的
反馈信息，通过听课、参加新教师试讲、组织

示范教学等活动，与任课教师交流授课技

巧，交换对留学生的管理经验，同时，针对留

学生ＭＢＢＳ专业，走访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
学院及临床学院、附属医院，听取教师的意

见，多次召开教学工作会议，研讨教学中的

问题，启动了附属医院医生竞争上岗教学的

机制，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另外，组织修

订了《ＭＢＢＳ留学生教学大纲》，组织编印了
《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考核手册》。

② 邀请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校教授
开展学术讲座，提高教学水平，拓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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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另外，鼓励医学留学生每年围绕临

床医学问题组织学术研讨（ＭＢＢＳＳｅｍｉｎａｒ）
活动，向教授、医生们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

激发留学生们主动学习的热情。（４）提高
留学生层次，规范研究生培养。为提高留学

生层次，增加学历生，尤其是研究生的比例，

拓展和规范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和

管理，保证学校留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

据国家关于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与机械、汽

车、能动、电气、食品、工商、财经、材料、环

境、理学院、计算机、化学化工、流体中心、农

工院及基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和药学院等一

起制订了英文版《江苏大学留学研究生培养

方案》，印制了相关学院及导师介绍的画册，

修订了《留学研究生培养手册》，着力打造

江苏大学留学研究生培养的工科特色。

（撰稿人：王丽敏　审稿人：高　静）

１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