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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

综述

【概况】　教学工作是学校永恒的中心工
作，２０１０年，学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
面落实江苏大学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

的奋斗目标，带领广大教师进一步转变教育

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坚持教学质量优先，实

施研究性教学；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推进

教育管理创新，不断提升内涵，精心打造特

色与亮点，新增国家级教学团队１项，新增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２个，新增国家级精品
课程２门，使我校本科教学“国字号”工程
又添新成果，形成了以４项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５个国家级特色专业、１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２个国家优秀教学团队、４门国
家精品课程、２个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区
为代表的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学校的教学内

涵和品质显著提升。

【打造特色品牌，本科教学“国字头工程”取

得新成果】　１．牌特色专业建设取得新成
果。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金属材料工程三个专业获批国

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后，车辆工程与医学检验

２个专业获评为２０１０年国家特色专业建设
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获评省级品牌专业

建设点，信息与计算科学和通信工程２个专
业获评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０年度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的评选工作，
共评选出 ２０１０年校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３
项，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４项；工商管理、环
境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公共事业管理（医疗

保险）、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等５个品牌、特

色专业建设点通过江苏省组织的品牌、特色

专业验收，正式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特色

专业。２．获批２个战略性新专业。为适应
国家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环保技术、生物医药等关系到未来环境和人

类生活的一些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素

质人才的迫切需求，积极培养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专业的人才，在深刻分析我校办学条

件和优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遴选了

新能源技术与工程、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物

联网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等４个专业申报
教育部战略性新专业。其中，物联网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２个战略性新专业获得
教育部批准。３．课程与教材建设成果丰
硕。组织开展了精品课程评选工作，共遴选

出２０１０年校精品课程１７门，其中校一类精
品课程９门，二类精品课程８门；《现代食品
检测技术》等１１门课程获评２０１０年省级精
品课程；《现代食品检测技术》和《创业管

理》２门课程获评２０１０年国家级精品课程；
组织开展了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培育项目
的遴选工作，共遴选出４６门“８４２工程”重
点培育课程进行建设；组织开展了国家级

“十二五”规划教材培育项目的遴选，共遴

选出３３部教材进行重点建设。４．教学团
队建设取得新成绩。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０年度
校级优秀教学团队评选工作，共评选出校优

秀教学团队６个；在对前期立项建设的校优
秀教学团队进行考核评审的基础上，我校推

荐的电气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团

队一举获评２０１０年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实施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

深化】　１．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为主动适应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

略目标，教育部在全国遴选了６１所工科优
势强、行业背景好的高校，率先启动“卓越工

程师培养计划”。经教育部聘请工程院专家

评审，我校已成为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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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试点学校。依据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的指导思想，借鉴世界先进国

家德国、法国和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成功经

验，我校在三个学科优势较强、行业背景较

好的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车辆工程

及流体机械工程专业进行试点，分别制定了

我校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和实施

方案等，并在２０１０级新生中选拔了１５３名
学生组建卓越班进行培养，为“卓越工程师

培养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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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继续实施“提前选拔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预备生计划”，２０１０年遴选了 ２８
名品学兼优的优秀预备生；继续实施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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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组织了２０１０年“百项本科生创新计划”
建设项目的评选工作，遴选出１０６项校级本
科生创新计划项目，推荐申报江苏省大学生

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的３０个项目全部获批；
在继续做好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的

建设工作的同时，新遴选了８个校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进行建设，着力探索教

学研究型大学多元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　１．新一轮中央与地方共建项
目申报取得好成绩。组织开展了财政部新

一轮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部的申报工作，

教务处与研究生处、人事处、科技处和校办

等单位一起密切配合，圆满完成申报任务，

本科教学类申报６个，获批５个，取得好成
绩。２．开展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选
及推荐工作。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本科

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主要环节之一。组织评选出校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１１７篇，并择优推荐２１篇毕
业设计（论文），３个毕业设计（论文）团队参
加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选。３．
大学生创新实践基金资助项目。为提高大

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素质，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鼓励和支持大学生

尽早地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实践，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创新活动，根据

“鼓励创新、强化实践、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的原则，２０１０年在工业中心实施的大学生创
新实践基金项目共有１０个学院、５００余名学
生申报，项目总数为１３８项。其中创新实践
项目６７项，创新实践课程性项目７１项。经
评审，共有共遴选出４７项予以立项资助。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人才培养质量进

一步提高】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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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校

本科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学校在教务管理

系统中设置学生评价、教学信息员评价、教

学督导员评价、干部评价与教师评价５个平
台；开设学生评教，教学信息员评教、评学，

教学督导员评教、评学、评管，干部评教、评

学与教师评学、评管１０个评价窗口，全面实
施“新五制并举”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２．实
施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为提升我校青

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确保教学

质量稳步提高，学校在青年教师过教学关的

基础上，２０１０年起实施青年教师助理教学
制度，要求新从事本科教学及研究生公共基

础课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必须在指导教师

的指导下完成各相关教学环节的助理教学

任务，通过考核后方可走上教学岗位。目前

全校共有７２位青年教师完成了此项工作第
一阶段的考核。３．开展期中教学质量评价
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提升质

量监控水平，推广优秀教学成果和先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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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校在原每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

基础上，从２０１０年起实施期中教学评价工
作。期中教学评价既评价教师的教学状况，

也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学管理人员的

管理状况，包括教学运行评价、教学效果评

价、教学专项评价等三个方面，更加突出“办

学以教师为主体，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理

念，更加注重服务型管理和过程化管理。４．
开展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课程评价。按照
实施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的有关要求，２０１０
年学校结合期中教学评价工作，对各学院的

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进行重点检查。各学
院对照《江苏大学课程评估方案（试行）》和

《江苏大学课程评估细则（试行）》的要求本

学院承担的“８４２课程”进行重点评估，评估
采用以学院自评为主的方式。评价内容包

括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及教

学改革、实践教学、考核情况和特色项目以

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目前全校各学院共

评价课程５７门，形成课程自评报告４２份。
５．学位授予率稳定、ＣＥＴ４合格率提高。
２０１０届本科学位授予率达到９０．８８％，第四
学期末０８级ＣＥＴ－４通过率为９１．１６％，学
生评教优秀率８５．９６％，优良率９８．９６％，均
比往年有了明显提高。２０１０年起为了进一
步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学校首次考核

ＣＥＴ－６通过率，第四学期末０８级 ＣＥＴ－６
通过率为３９．３３％。６．建校级教学督导委
员会。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学监

督，根据《关于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的若

干意见》（江大校〔２０１０〕８３号）精神，组织
开展了第一届江苏大学教学督导员的遴选

聘任工作，共聘任第一届江苏大学教学督导

员２０名，并成立了教学督导员工作小组。
７．成功举办江苏大学第五届教学大赛。为
全面提升和充分展示我校广大教师的教学

水平与教学风采，举办了第五届教学大赛。

经过预赛、复赛和综合考核等阶段的筛选，

共评出一等奖４名，二等奖１１名，三等奖１９
名，优秀奖２２名，优秀组织奖６个。这次大
赛竞赛时间长，参赛人数多，选手水平高，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８．项竞赛出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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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中我校荣获特等奖３项，一等奖２项，
二等奖１３项，三等奖２７项，江苏大学获优
秀组织奖；数学建模竞赛代表队在２０１０年
大学生数学建模中荣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一等奖１项，国家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１项，江苏省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６项；在
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

我校获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７项，并获得优
秀组织奖；获江苏省第七届大学生物理及实

验创新竞赛一等奖１项；在江苏省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６项。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

平】　１．教学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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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２０１０年，教务处
已全部完成２１个制度文件的印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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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

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教务处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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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处教学工作人员普遍树立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新观念，对教师和学

生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服务质量显著提

高，教学管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２．教学运行。建立和完善教学运行新机制
和教学管理系统，通过调整、新增、创新和固

化系统各模块功能，不断完善学分制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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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功能，使网上教学计划落实、学生网上选

课、系统排课、教师成绩网上录入、学生信息

网上查询、学生网上教学评价、网上教材的

预订、网上考试安排、学生重修报名、毕业资

格审核、学位审核、学分制收费等工作顺利

进行，确保了全校教学秩序的稳定。全年共

完成７１６８门次课程教学计划的落实和课表
的编排，４０１５２５人门次的选课工作、１０２６门

课程的考试和补考工作，８２８４人次的重修
工作，完成近万人的京江学院的教学计划落

实和课表的编排工作，完成了２０１０级５２５１
名新生数据上报和核对工作，完成２００９级
５１１７名学生的电子注册核对工作，完成６００
名学生进行学业警告处理工作，完成了

２０１０届４７５０名毕业生资格审核、数据上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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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类

２ 材料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３ 材料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类

４ 材料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工学 材料类

５ 材料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类

６ 材料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６Ｗ 工学 材料类

７ 财经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８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９ 财经学院 财政学 ０２０１０３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０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１ 财经学院 保险 ０２０１０７ｗ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２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７１６０１ 理学 统计学类

１３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１１０２０４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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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０８０６０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２ 工学 农业工程类

２０ 法学院 法学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法学类

２１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２２ 工商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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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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４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５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６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１１０２０９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７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１１０３０２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２８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１１０２１０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９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兼师范） ０７０３０１ 理学 化学类

３０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０８１１０１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３１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０７０３０２ 理学 化学类

３２ 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３３ 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０８１００２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３４ 机械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０７１２０３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３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３６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类

３７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３８ 机械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 ０８１４０３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３９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１ 工学 农业工程类

４０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４１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４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０７１２０５ｗ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４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０８０６１１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 ０８０６１３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０８０６４０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８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０４０１０１ 教育学 教育学

４９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０４０１０４ 教育学 教育学

５０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兼师范） ０７０１０１ 理学 数学类

５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类

５２ 理学院 物理学（兼师范） ０７０２０１ 理学 物理学

５３ 理学院 土木工程 ０８０７０３ 工学 土建类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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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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理学院 工程管理 １１０１０４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５５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５６ 临床医学院 护理学 １００７０１ 医学 护理学类

５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５８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０８０７０４ 工学 土建类

５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１２Ｓ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６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６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０８１２０１ 工学 交通运输类

６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０８１２０２ 工学 交通运输类

６３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兼师范）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政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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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学（兼师范）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历史学类

６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对外汉语 ０５０１０３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６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０７０４０２ 理学 生物科学类

６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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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７１ 外国语学院 日语 ０５０２０７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７２ 药学院 制药工程 ０８１１０２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７３ 药学院 药学 医学 药学类

７４ 药学院 药物制剂 医学 药学类

７５ 艺术学院 雕塑 ０５０４０５ 文学 艺术类

７６ 艺术学院 美术学（兼师范） ０５０４０６ 文学 艺术类

７７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０５０４０８ 文学 艺术类

７８ 艺术学院 动画 ０５０４１８ 文学 艺术类

７９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０８０３０３ 工学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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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时间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７

２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８

３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９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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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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时间

４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１０

５ 基技学院 医学检验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２０１０

国家级精品课程

序号 类别 优秀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国家精品课程 电路 孙玉坤 ２００６年

２ 国家精品课程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年

３ 国家精品课程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０年

４ 国家精品课程 创业管理 梅　强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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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备注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验收

２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验收

３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验收

４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已验收

５ 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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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医技学院 医学检验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８ 建设点

８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２０１０ 原省特

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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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备注

１ 医技学院 医学检验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０８省

品牌

２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０８省
品牌

３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食

品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０年

升品牌

４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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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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备注

５ 财经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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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８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９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０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１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２ 工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医疗保险）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３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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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８ 建设点

１６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２０１０ 建设点

１７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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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 鲍庆惠 １９９３年

２ 省一类 临床检验学 金蓉珍 １９９３年

３ 省一类 叶片泵风机原理及水机设计 林洪义 １９９８年

４ 省一类 会计学 孔玉生 １９９８年

５ 省一类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运用 赵德安 ２０００年

６ 省一类 电路 陈晓平 ２００２年

７ 省一类 创造学基础 姜　松 ２００２年

８ 省一类 液压与气压传动 方昌林 ２００２年

９ 省一类 金属材料学 戴启勋 ２００６年

１０ 省一类 临床检验学 许文荣 ２００６年

１１ 省二类 材料力学 苏　虹 １９９３年

１２ 省二类 高等数学 张世伟 １９９３年

１３ 省二类 工程材料与机制基础 王特典 １９９３年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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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优秀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４ 省二类 光学 郭胜康 １９９３年

１５ 省二类 大学物理 刘映栋 １９９５年

１６ 省二类 机械原理 马履中 １９９５年

１７ 省二类 流体力学 杨诗通 １９９５年

１８ 省二类 机械制造工艺学 李崇豪 １９９５年

１９ 省二类 电工学 陈正传 １９９５年

２０ 省二类 生物化学 黄诒生 １９９５年

２１ 省二类 世界近现代史 金卫星 １９９５年

２２ 省二类 物理化学 陈恕华 １９９５年

２３ 省二类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王贵成 １９９８年

２４ 省二类 机械制图 卢章平 １９９８年

２５ 省二类 体育 黄东山 １９９８年

２６ 省二类 汽车理论 毛务本 １９９８年

２７ 省二类 理论力学 任其西 １９９８年

２８ 省二类 免疫学及免疫学检验 许化溪 １９９８年

２９ 省二类 中学物理教学法 邹汉英 １９９８年

３０ 省二类 思想品德教育 张炳生 １９９８年

３１ 省二类 民法学 喻志耀 ２０００年

３２ 省二类 大学物理实验 刘映栋 ２０００年

３３ 省二类 统计学原理 查奇芬 ２０００年

３４ 省二类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李　芷 ２０００年

３５ 省二类 金属学 黄根良 ２０００年

３６ 省二类 工程热力学 齐　红 ２０００年

３７ 省二类 心理学 殷方敏 ２０００年

３８ 省二类 人体解剖学 狄荣科 ２０００年

３９ 省二类 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验 许文荣 ２００２年

４０ 省二类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０２年

４１ 省二类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鲍可进 ２００２年

４２ 省二类 邓小平理论概论 金丽馥 ２００２年

４３ 省二类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０２年

４４ 省二类 数据库技术 刘秋生 ２００４年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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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优秀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４５ 省二类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２００４年

４６ 省二类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０４年

４７ 省二类 内燃机学 王　忠 ２００４年

４８ 省二类 操作系统 鞠时光 ２００４年

４９ 省二类 分析化学 闫永胜 ２００６年

５０ 省二类 工程图学 卢章平 ２００６年

５１ 省二类 管理学原理 梅　强 ２００６年

５２ 省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董德福 ２００６年

５３ 省精品课程 材料科学与研究方法 赵玉涛 ２００８年

５４ 省精品课程 财务管理 孔玉生 ２００８年

５５ 省精品课程 大学体育 李明学 ２００８年

５６ 省精品课程 高等数学 田立新 ２００８年

５７ 省精品课程 工程力学 孙保苍 ２００８年

５８ 省精品课程 机械原理及设计 杨超君 ２００８年

５９ 省精品课程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 许化溪 ２００８年

６０ 省精品课程 流体力学 闻建龙 ２００８年

６１ 省精品课程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年

６２ 省精品课程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陈丽珍 ２０１０年

６３ 省精品课程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０年

６４ 省精品课程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１０年

６５ 省精品课程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１０年

６６ 省精品课程 工程训练 刘会霞 ２０１０年

６７ 省精品课程 图学基础 卢章平 ２０１０年

６８ 省精品课程 流体机械原理及设计 陈汇龙 ２０１０年

６９ 省精品课程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０年

７０ 省精品课程 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验
许文荣

谷俊侠
２０１０年

７１ 省精品课程 创业管理 梅　强 ２０１０年

７２ 省精品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董德福 ２０１０年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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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优秀课程群

序号 优秀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机械制造课程群 刘会霞 ２００２年

２ 机械设计系列技术基础课程群 卢章平 ２００４年

３ 医学检验主干课程群 许文荣 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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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备注

１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２

２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２

３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２００２

４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２

５ 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２

６ 医技学院 医学检验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２

７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８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９ 财经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３

１０ 计算机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１１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

食品类
２００３

１２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６

省特色专

业自动升

为校品牌

专业

１３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６

１４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２００６

１５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２００６

１６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６

１７ 工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２００６

１８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６

１９ 人文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政治学类 ２００６

２０ 机械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２００８

２１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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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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备注

２２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２０２０８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２０１０

２３ 计算机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１０

２４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类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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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时间

１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７１６０１ 理学 统计学类 ２００６

２ 管理学院 管理信息与管理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
２００６

３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２００６

４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２００６

５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６

６ 药学院 药学 医学 药学类 ２００６

７ 环境学院 安全工程 ８１００２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２００８

８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７１２０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２００８

９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８１１０１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２００８

１０ 理学院 土木工程 ８０７０３ 工学 土建类 ２００８

１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类 ２００８

１２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１１０２０２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８

１３ 法学院 法学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法学类 ２０１０

１４ 基础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临床医学与

医学技术类
２０１０

１５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
２０１０

１６ 材料学院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１０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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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精品课程

等级 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一类精品课程

１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陈丽珍

２ 创业管理基础 梅　强

３ 工程认识 刘会霞

４ 图学基础 卢章平

５ 线性代数 王学弟

６ 流体机械原理及设计 陈汇龙

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董德福

８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９ 设施规划与物流设计 姚冠新

二类精品课程

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沈湘黔

１１ 金属材料组织控制原理 王树奇

１２ 基础化学实验 李华明

１３ 仪器科学与技术 鲍丙豪

１４ 系统解剖学 姜　平

１５ 数学分析 冯志刚

１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金丽馥

１７ 生药学 欧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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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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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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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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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电工学 朱伟兴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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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８ 无机化学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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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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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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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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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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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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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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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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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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７ 医学沟通学 姜学林 医学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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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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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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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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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２ 基础化学（第２版）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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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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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５ 数字电子技术（第２版） 成立 电气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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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７ 医学化学 谢吉民 化学化工学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入选省级精品及立项建设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类别 公布时间

１ 材料科学研究方法 戴起勋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２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３ 工程材料 戈晓岚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４ 流体力学 罗惕乾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５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６ 大工程概论 王贵成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７ 电路原理 孙玉坤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年

８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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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类别 公布时间

９ 国际经贸教程 陈丽珍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０ 金属材料学 戴起勋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１ 电路原理 孙玉坤 陈晓平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２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３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 赵玉涛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４ 汽车工程学（Ⅰ）、（Ⅱ） 高 翔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５ 电工学 朱伟兴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７年

１６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赵玉涛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１７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卢章平、袁浩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１８ 模拟电子技术 成立、杨建宁 精品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１９ 公差与检测技术 王贵成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２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任乃飞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２１ 材料物理性能 刘强／黄新友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２２ 预防医学实验学 陆荣柱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２３ 金工实习（第二版） 姜银方（第二主编）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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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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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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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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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省级 理学院 ２００５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省级 理学院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省级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省级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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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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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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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已获批

１９５



%&'()*

（２０１１）

入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财政拨款 学校配套 备注

２００１年 车辆排放测试与控制实验室建设 ４００万 ７３０万 实验室自筹经费３５万

２００２年 开放型工程训练示范基地建设 １２００万 １２００万 另投３４００万基建费

２００３年
家蚕功能基因组技术平台建设 ６００万 ６００万

流体机械理论与试验研究系统 ３００万 ５００万

２００４年

理化分析中心建设 ３００万 ６５５万

化学化工基础教学实验中心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５１万

机械工程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建设 ３００万 ４８９万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１００万 １１０万

２００５年

实验医学技术中心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１５万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建设 １００万 ５５万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３３万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建设 ２００万 １０５万

汽车与交通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１００万 ３３３万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２００万元

２００６年

环境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力学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万 ３００万

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万 ３００万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５００万元

２００７年

汽车电子创新平台建设 ３００万 ３００万

电工电子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建设 ３００万 ３００万

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分析测试中心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机电测控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配套经费含省财政补贴

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８年

材料制备与分析中心实验室 ２００万 省财政１００万

现代电气工程实验创新服务平台 ２００万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实验室 ２００万 省财政５０万

数字化设计制造综合训练基地 ２００万 省财政１００万

检验医学专业实验室 ２００万 省财政１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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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财政拨款 学校配套 备注

２００９年

现代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实验室 ４００万

能源利用与动力工程实验室 ３００万

安全工程专业实验室 ３００万

教师模拟训练中心 省财政１００万

医学技能学实验室 省财政２５０万

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时间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时间

江苏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６５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市分行 １９９５

江苏钛白集团 １９９５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扬中江洲乳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８

仪征亚新科活塞环 １９９８

镇江外贸局 １９９９

镇江天目湖啤酒公司 ２０００

江滨医院门诊大楼中央空调系统 ２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市分行 ２００１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２００１

中铝洛铜 ２００１

中信重机 ２００１

江苏电信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１

南京雨润集团 ２００１

江苏七０七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镇江市中兴药业 ２００１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２００１

镇江市药品检验所 ２００１

镇江吉贝尔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双良集团 ２００１

上海ＫＳＢ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凯泉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博格曼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省镇江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三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四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江滨中学 ２００１

扬中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扬中市新坝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市下蜀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市石狮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市边城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市后白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市天王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省丹阳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第五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司徒中学 ２００１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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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界牌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吴塘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里庄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导士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后巷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新桥中学 ２００１

丹徒县石桥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大港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小河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横山桥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西夏墅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孟城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市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高淳县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第四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溧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溧水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吕叔湘中学 ２００１

官林中学 ２００１

高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信用担保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贸易促进委员会 ２００２

江苏中外运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南泰对外经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苏美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索普集团 ２００２

江苏太白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安徽宏村 ２００２

云南 ２００２

浙江横店影视城 ２００２

北京电影学院 ２００２

镇江江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省丹阳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微生物研究所 ２００３

大丰市佳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上海）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 ２００３

扬子石化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森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南自通华电气集团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市医保局 ２００４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上海鹏越惊虹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德宝仕（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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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泰昌公司 ２００５

南京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０５

海安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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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名和集团 ２００５

河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南汽集团 ２００５

鼎胜铝业 ２００５

大亚轮毂 ２００５

丹阳飞达 ２００５

华晨路机 ２００５

镇江锚链厂 ２００５

镇江液压件厂 ２００５

常州常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南汽（模具、车身、总装、依维柯、锻造） ２００５

镇江苏福马 ２００５

镇江华东泰克西 ２００５

江大原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省丹徒粮食储备库 ２００５

镇江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５

南京白象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中房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无锡锅炉厂 ２００５

无锡太湖锅炉厂 ２００５

丹徒县儒里中学 ２００５

华罗庚中学 ２００５

铜峰中学 ２００５

中国人保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洋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平安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天安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泰康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中银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人寿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丹阳市江南工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金润国际贸易 ２００６

镇江信诺化工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贝思克仪器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信美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艺高儿童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上越汽车部件 ２００６

江苏丹工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通用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大华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胜利电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飞宇车业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耀华洁具公司 ２００６

亿利达服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和建筑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达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杰可机电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凯迩必机械工业（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南通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金东纸业 ２００６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通达光缆厂 ２００６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曙光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金象减速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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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新元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沙钢集团 ２００６

铁道部南车集团长江车辆公司

常州分公司
２００６

领先电子集团 ２００６

用友软件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华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市康力乳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市金丹阳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粮油质量检验所 ２００６

镇江恒顺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联创水产科技示范园、

中华鲟繁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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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丹绿米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６

南京红山动物园 ２００６

南京中山植物园 ２００６

京口瑞京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２００６

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振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苏州金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２００６

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实验室、核能实验室 ２００６

无锡恒利液压 ２００６

江阴精亚集团 ２００６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中日合作上海爱黎服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宏达化工集团 ２００７

江苏新亚（姜堰）船舶舾装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远望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西省玉风瓷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武进晶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中容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吴江市神州双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高露洁（扬州分公司） ２００７

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雅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艽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硕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南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廷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宜兴金茂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智诚工程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月恒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南京炼油厂 ２００７

无锡柴油机厂 ２００７

无锡威孚柴油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２００７

上海鼓风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正茂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丹化学公司 ２００８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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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句容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检察院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常州市冠音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河南焦作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常州新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南京大地水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扬中绿杨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镇江皇中皇生态科技蜜蜂园 ２００８

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福世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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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江滨医院 ２００８

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五洲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白水化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句容宁武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通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苏州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２００８

景德镇市景华裕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富威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２００９

重啤集团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京建策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省高康冻干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２００９

南通秋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安阳漫天雪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牧羊集团 ２００９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９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水业总公司（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镇江新区污水处理厂、镇江新区第二

污水处理厂、谏壁污水处理厂、

京口污水处理厂、丹徒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９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安信证券镇江营业部 ２０１０

镇江爱迪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奥博洋信息技术有限公斯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２０１０

镇江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２０１０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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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鹏飞建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国际学校 ２０１０

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２０１０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序号 学校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奖项

１ 江苏大学
异步电机无差拍直接转矩控

制系统研究
周真子 刘贤兴 二等奖

２ 江苏大学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与

控制研究
蒋小晴 谭中明 二等奖

３ 江苏大学
网购中网络因素对感知风险

影响的实证分析
谢路婉 谢振宇 二等奖

４ 江苏大学
高速光通信系统中偏振模补

偿技术研究
施代君 朱　娜 三等奖

５ 江苏大学
牡蛎、贻贝酶解制备抗氧化

肽工艺研究
孙芳芳 董　英 三等奖

６ 江苏大学
ＮＡＰＣ技术降低柴油机 Ｎｏｘ
和ＰＭ排放研究

张　琳 蔡忆昔 三等奖

７ 江苏大学
发动机进气系统的空气动力

学和声学仿真
蒋兆晨 何志霞 三等奖

８ 江苏大学
微量冷却润滑系统的开发及

实验研究
宋　伟 王贵成　裴宏杰 三等奖

９ 江苏大学
江西省能源消费下的能源强

度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许培琳 田立新 三等奖

１０ 江苏大学
微粉硅胶的成孔技术及释药

性能研究
曾　金 徐希明 三等奖

１１ 江苏大学
多功能混合动力传动装置试

验台架测控平台

柳先强

钟茂林

庄　严

王国林　陈笃红　赵德安
赵不贿　杜天燕　梅德清

赵卫东

团队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１ 材料学院 周奕杰 ＺＮＯ薄膜的制备与形貌修饰 王明松

２ 材料学院 孙　菲 Ｔｉ微合金化高强钢的析出物和强化机理研究 霍向东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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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３ 材料学院 陆霁云 纳米钛基材低温金红石ＴｉＯ２薄膜的制备 邵红红

４ 材料学院 王文华 高强度铝硅合金的拉伸和疲劳性能 司乃潮

５ 材料学院 李　娜 聚偏氟乙烯／石墨烯复合涂层摩擦性能的研究 宋浩杰

６ 汽车学院 戴　力 轿车车身总布置设计 朱茂桃

７ 汽车学院 张琳 ＮＡＰＣ技术降低柴油机Ｎｏｘ和ＰＭ排放研究 蔡忆昔

８ 汽车学院 钟英蓓 面向中小型网店的进销存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景　鹏

９ 汽车学院 蔡　萍 无信号交叉口交通安全评价研究 姚　明

１０ 汽车学院 王　权 重型汽车车架设计 夏长高

１１ 汽车学院 李　季 ＫＪ３２００汽车冷却系统部件设计 魏胜利

１２ 汽车学院 印林荣 ＩＶＥＣＯ越野救护车总布置 丁　华

１３ 机械学院 宋　伟 微量冷却润滑系统的开发及实验研究 王贵成　裴宏杰

１４ 机械学院 张　海 激光冲击下高应变率板料成形研究 姜银方

１５ 机械学院 羌晨晨 穴盘苗全自动移栽设备设计 毛罕平

１６ 机械学院 茅　矛 管道相贯线切割机器人的设计与控制研究 吴伟光

１７ 机械学院 张　进 追日型自动适应太阳能供电ＬＥＤ路灯系统 王　权

１８ 机械学院 姜　琴 基于ＦＰＧＡ的音频自动增益控制器设计 李伯全

１９ 机械学院 姚　钦 高楼逃生调速缓降器及测控系统 张西良

２０ 机械学院 饶　莹 Ｎｏ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Ｃｈｉｒｐｅｄ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Ｇｒａｔｉｎｇ 姚红兵

２１ 能动学院 蒋兆晨 进气系统的空气动力学和声学仿真 何志霞 王　硕

２２ 能动学院 谢　华 福州市某五星级酒店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宋新南

２３ 能动学院 宋宏升 ２０ｔ／ｈ锅炉烟气余热回收系统的设计 王助良

２４ 能动学院 黄华昌 Ｓ８００－Ｍ１９型双吸泵设计 康　灿

２５ 能动学院 胡诗明 ＩＳ离心泵水力设计、三维造型及内流计算 杨敏官

２６ 理学院 许培琳
江西省能源消费下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研究
田立新

２７ 理学院 杨昭龙 智能算法在高速船舶推进控制系统的应用 李医民

２８ 理学院 胡玲玲 吴江中学多层砼框架结构教学楼 石启印

２９ 理学院 蒋婧婧 一类最优投资消费模型及其数值算法分析 姚洪兴

３０ 理学院 李迎迎 Ｊｅｒｋ系统的混沌动力学行为分析 陈章耀

３１ 理学院 崔钊伟 泰州某公司框架办公楼设计 刘荣桂　陆春华

３２ 电气学院 薛丽洁 彩色图像中复杂背景下的人脸检测研究 李正明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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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３３ 电气学院 杨晨星 基于ＤＳＰ的有源电力滤波器的数字控制研究 刘国海

３４ 电气学院 魏　杰 交流二自由度混合磁轴矩阵变换器驱动及数字控制 朱誯秋

３５ 电气学院 周真子 异步电机无差拍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研究 刘贤兴

３６ 电气学院 温　娟 虚拟轴机床并联机构滑膜控制研究 高国琴

３７ 电气学院 朱丽婷 永磁直线同步电机的磁场分析及控制策略 刘星桥

３８ 电气学院 袁露露 基于词典的中文分词器 秦　云

３９ 电气学院 王宇成 电动叉车用开关磁阻电机电磁场分析与仿真 赵德安

４０ 财经学院 蔡　娟 江苏省就业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查奇芬

４１ 财经学院 戴绫珂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实证研究 朱乃平

４２ 财经学院 龚毓嘉 财务透明度与资本配置效率 孔玉生

４３ 财经学院 蒋小晴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与控制研究 谭中明

４４ 财经学院 孙美路 江苏省ＦＤＩ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研究 刘　洁

４５ 财经学院 陆沁晔 长三角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陈丽珍

４６ 财经学院 姚志敏
中国外资利用、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

分析
陶忠元

４７ 财经学院 吴军香
中小板上市公司Ｒ＆Ｄ投入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实证
研究

徐惠珍

４８ 财经学院 陆元媛 基于ＤＥＡ模型的江苏省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研究 张静

４９ 法学院 钱　晶 比较视野下的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 马荣春

５０ 法学院 闵海颖 建设工程中招投标规范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周爱春

５１ 法学院 许婧婷 商业秘密侵权中的善意第三人问题探究 魏小强

５２ 工商管理学院 田　倩 以顾客为导向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刘秋生

５３ 工商管理学院 谢路婉 网购中网络因素对感知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谢振宇

５４ 工商管理学院 丁　慧 寺河矿井下员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刘昌年

５５ 工商管理学院 李　蕾 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汪文新

５６ 工商管理学院 束玉蓉
Ａ．Ｏ史密斯电气（常州）有限公司２ＣＯＭＰ生产线的
优化改善

贡文伟

５７ 工商管理学院 李景阳
基于约束理论的订单型企业生产改善———威和船舶设

备公司的生产改善
郭梅

５８ 工商管理学院 吴和鸿 江苏大学通信市场调查及镇江电信校园营销策略研究 李文鹣

５９ 工商管理学院 胡晶晶 永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ＣＲＭ策略研究 李文元

６０ 工商管理学院 杨　娅 泉州移动营销渠道冲突研究 郭龙建

６１ 工商管理学院 赵诗瑶 镇江凌空人力资源投资风险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张书凤

６２ 教师教育学院 包晓丹 我省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实施研究 李晓波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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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６３ 人文学院 许　晨 中国当代小说与电影联姻状况辩惑———由小说的电影

改编说开去
徐光萍

６４ 人文学院 李　芗 一曲长恨歌，沪上情———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

海市民文化
张芙蓉

６５ 人文学院 张　洁 我国阶层分化视野下的民主政治发展 蒋俊明

６６ 人文学院 戴　丹 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研究概述 金丽馥

６７ 外国语学院 金昌锡
日语水准对语言转换的影响———在日中国留学生会话

的场合
王保田

６８ 外国语学院 孙友蓉

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ｚｈｏｕ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Ｇａｒｄｅ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孙志祥　王红华

６９ 外国语学院 张夏蓉

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ｔｉｔ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ｂｔｉｔｌ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

孙志祥

７０ 外国语学院 陆　蕾 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ＪａｍｅｓＪｏｙｃｅｓ“Ｅｖｅｌｉｎｅ” 孙秀华

７１ 化工学院 刘晓光 抗癌药物替加氟合成工艺的改进 陈秋云

７２ 化工学院 尤婷婷 Ｍ（Ｍｏ，Ｗ）／Ｓ／Ｃｕ原子簇化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张　弛

７３ 化工学院 姜逸倩
［ＢＭＩＭ］ＣｌｎＡｌＣｌ３离子液体催化低沸物与甲基三氯硅
烷歧化反应制备三甲基氯硅烷研究

殷恒波

７４ 环境学院 程　云 离子液体对蚕豆的毒性作用和机制研究 杜道林

７５ 环境学院 于学娟 句容县白兔镇工艺制造厂废水处理工程设计 储金宇

７６ 环境学院 胡　丹 莱茵衣藻对不同形态氮素的利用偏好研究 韩建刚

７７ 计算机学院 马　四 自然交互的视频图像序列表情识别方法研究 詹永照

７８ 计算机学院 施代君 高速光通信系统中偏振模补偿技术研究 朱　娜

７９ 计算机学院 任　强 智能手机来电防火墙的设计和实现 赵跃华

８０ 计算机学院 屈小茜 无线传感网络可靠数据传输技术研究与开发 熊书明

８１ 计算机学院 赵小蕾 基于ＢＰ神经网络的语音情感识别的研究与实现 毛启容

８２ 计算机学院 刘婧? 无线传感器网络三维部署技术研究 蒋中秋

８３ 计算机学院 吴志培 ＬＥＡＣＨ协议的性能仿真分析 熊书明

８４ 食品学院 孙芳芳 牡蛎、贻贝酶解制备抗氧化肽工艺研究 董　英

８５ 食品学院 李晓曦 印度芥菜镍富集机理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王　云

８６ 食品学院 张燕华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猪肉品质无

损检测研究
陈全胜

８７ 药学院 曾　金 微粉硅胶的成孔技术及释药性能研究 徐希明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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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８８ 药学院 冯　旭 红花及复方脑得生片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大鼠胆汁
排泄动力学研究

欧阳臻

８９ 药学院 文　毅 人源ＡＭＰＫβ１的克隆、表达、纯化和验证 李　佳

９０ 基础医学学院 张　玲 ＲＮＡ干扰抑制胃癌细胞 ＳＧＣ７９０１中 ＳＡＬＬ４基因的
表达

许文荣

９１ 基础医学学院 李婷婷 １个神经纤维瘤病Ⅱ型家系ＮＦ２基因突变检测 崔英霞

９２ 基础医学学院 谷晓楚
鼠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的体外培养及其生物学特性

的研究
步雪峰

９３ 艺术学院 罗　莎 浅谈语意在产品形态中的表现与运用 周　莹　何灿群

９４ 艺术学院 詹晶晶 吉祥半岛花园设计（设计）、浅谈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 承恺 窦薇薇

９５ 艺术学院 王玉 九族
崔　晋　杨东润

李　莎

９６ 艺术学院 刘明明
艺术就是一种不断的实验———综合材料在油画中的

应用
邵慧良

９７ 艺术学院 郎谷锋 浮雕壁画设计 杨　华

９８ 京江学院 惠宇铭 小型智能消防机器人车体和控制系统设计 毕业设计 李新城

９９ 京江学院 李　玲 基于等效输入阻抗方法的一维ＰＰＣ带隙特性研究 杨利霞

１００ 京江学院 史春湘 西莱岛咖啡包装设计 戴雪梅

１０１ 京江学院 崔　寅 波纹型低压给水加热器的设计 王迎慧

１０２ 京江学院 董　诚 车辆变速器设计 左言言

１０３ 京江学院 郭宇亮 大型城市客车车身设计 刘　军

１０４ 京江学院 潘　琳 行李传送车桥制动器的改造设计 田晋跃

１０５ 京江学院 汤玲迪 乘用车独立悬架系统的设计 潘公宇

１０６ 京江学院 陶　涛 畜禽养殖场环境参数可编程控制器监控系统设计 朱伟兴

１０７ 京江学院 白　威 长三角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定量分析 季　莹

１０８ 京江学院 陈　玲 横林强化木地板产业集群竞争力实证研究 陈海宁

１０９ 京江学院 朱晟砚 国际产业转移与安徽承接研究 张　坚

１１０ 京江学院 刘　雁 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

司的经验证据
潘　俊

１１１ 京江学院 吴芳萍
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基于机

械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谢竹云

１１２ 京江学院 孙青伟 软件测试理论与测试工具的研究 袁晓云

１１３ 京江学院 陆仁杰 膜片弹簧级进模设计 陈　炜

１１４ 京江学院 张春燕 ６００ＭＷ凝汽式机组全厂原则性热力系统变工况计算 吴鸽平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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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１１５ 京江学院 杨小云 ＫＩＳＳＣＡＴ品牌形象塑造的研究 郭龙建

１１６ 京江学院 张楚楚 旅游移动商务游客接受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谢振宇

１１７ 京江学院 黄新光 海洋微生物发酵设备与优化控制的研发 朱湘临

１１８ 京江学院 宋慧娟 基于ＮＲＦ２４０１无线网络的水环境检测系统 刘星桥

（撰稿人：吕　翔　审稿人：梅　强）

２０１０年在校本科生人数

学院 ０６年级 ０７年级 ０８年级 ０９年级 １０年级 总计 毕业班人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８２ ２９３ ３８２ ３６７ １３２４ ２８２

财经学院 ４９１ ４９５ ３７３ ４１５ １７７４ ４９１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４１２ ３８４ ３７０ ３７１ １５３７ ４１２

法学院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２ ９４ ４０５ １０３

工商管理学院 ３７４ ４２５ ３５０ ３７７ １５２６ ３７４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２ １１６ １４６ １３５ ５３９ １４２

环境学院 ９９ ９４ １１５ １１０ ４１８ ９９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４８ ３６１ ３７９ ３８０ １４６８ ３４８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７７ １６９ １５５ １７０ １６２ ８３３ １７７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２７８ ３２３ ３５５ ３６９ １３２５ ２７８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２ ２２ ２２ ３１ ８７ １２

理学院 　２４０ 　２９５ 　３２０ 　３３４ １１８９ 　２４０

临床医学院 ２８０ ３０９ ３１１ ４２２ ３６２ １６８４ ３１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２１ ２５２ ３０２ ３２５ １１００ ２２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４０７ ３８１ ３４３ ３７２ １５０３ ４０７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２２２ ２２３ １７５ ２０３ ８２３ ２２２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５９ １７１ ５４８ １０９

外国语学院 ２４４ ２３４ １９６ ２１０ ８８４ ２４４

药学院 １５７ １２１ １７１ １５６ ６０５ １５７

艺术学院 ２６３ ２５２ ２８４ ３０７ １１０６ ２６３

总计 ４５７ ４８８２ ４９５２ ５１３６ ５２５１ ２０６７８ ４８９６

（撰稿人：王诚怡　审稿人：梅　强）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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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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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３ １３７ ３５．７７％

财经学院 ３７２ １８０ ４８．３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７３ ２４８ ６６．４９％

文法学院 ２５６ １８５ ７２．２７％

工商管理学院 ３４９ １２０ ３４．３８％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６ ５７ ３９．０４％

环境学院 １１３ ３８ ３３．６３％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８１ １４０ ３６．７５％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７０ １３５ ７９．４１％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１０９ ５０ ４５．８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２ ３ １３．６４％

理学院 １３７ ５８ ４２．３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８０ ４５ ２５．００％

临床医学院 ４２１ １７４ ４１．３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０１ １２２ ４０．５３％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４３ １４３ ４１．６９％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１ １９ ９０．４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５９ ３５ ２２．０１％

外国语学院 １９６ １８５ ９４．３９％

药学院 １７０ ８８ ５１．７６％

艺术学院 ２８５ ７９ ２７．７２％

合计 ４８８７ ２２４１ ４５．８６％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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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通过人数 四级通过率 六级通过人数 六级通过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８３ ３４１ ８９．０３％ １１８ ３０．８１％

财经学院 ３７１ ３６１ ９７．３０％ ２４９ ６７．１２％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７２ ３４１ ９１．６７％ １５９ ４２．７４％

工商管理学院 ３４３ ３２１ ９３．５９％ １６５ ４８．１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５ １２１ ８３．４５％ ４０ ２７．５９％

环境学院 １１３ １００ ８８．５０％ ３５ ３０．９７％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８０ ３５３ ９２．８９％ １３１ ３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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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修读人数 四级通过人数 四级通过率 六级通过人数 六级通过率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７１ １６８ ９８．２５％ ９９ ５７．８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５０ ３１５ ９０．００％ １１３ ３２．２９％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２ ２１ ９５．４５％ ３ １３．６４％

理学院 １３７ １２７ ９２．７０％ ５２ ３７．９６％

临床医学院 ４２０ ３９２ ９３．３３％ ２１１ ５０．２４％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１ 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７ ８０．９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０１ ２８２ ９３．６９％ １２１ ４０．２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４１ ３１７ ９２．９６％ １３５ ３９．５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５９ １４５ ９１．１９％ ６４ ４０．２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７６ １６０ ９０．９１％ ５２ ２９．５５％

外国语学院 ４８ ４３ ８９．５８％ １４ ２９．１７％

文法学院 ２５４ ２５２ ９９．２１％ １４９ ５８．６６％

药学院 １６７ １５４ ９２．２２％ ６４ ３８．３２％

艺术学院 ２５ ２３ ９２．００％ ５ ２０．００％

合计 ４６９９ ４３５８ ９２．７４％ １９９６ ４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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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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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拥有各类建筑面积３０余
万平方米，教学计算机８００台，８０００座的多
媒体教室，５５０座的语音实验室，设有４８个
专业（方向），涵盖理、工、文、经、管、医等６
大学科门类。学院下设办公室、计划与学籍

管理科、素质教育与教学质量科、教务科、实

践教学科、第一学工办、第二学工办、第三学

工办、第四学工办等９个科室，有教职工６０

人，全日制本科生９４８５人，已累计培养８届
近万名本科毕业生。京江学院被中国教育

网和中国教育在线评为全国“２０１０年度十
佳优秀独立学院”。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京江学院党委设
有１５个党支部，党员总数为６７６名，其中教
职工党员４９名，占教职工总数的７５％；学生
党员６２７名，占学生总数的６．６％。学院党
委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工作，

２０１０年举办了２期党校，培训入党积极分
子９５１名，发展党员５６９人。学院党委紧紧
围绕学院的中心工作，有计划、按步骤、高质

量的推进创先争优活动，以强化机关作风建

设为契机，全面提升学院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打造‘１＋２＋３＋４’成长示范团队，构
建纵横互动辐射党建系统”获“校十佳党建

工作创新创优奖”；倪鸿燕同志被评为江苏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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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４名学生被评为校
“优秀共产党员”，２个学生党支部被评为校
先进学生党支部；在“我坚守的师德”征文

比赛中获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积极组织

开展党建思政研究，报送党建和思政研究论

文１５篇，获奖９篇，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
案７项，获奖 ３项。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中，京江学院获得江苏大学社会实践先进单

位，５支服务团被评为优秀团队，２６８名学
生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５篇调查论文
获优秀调查报告。学院荣获２０１０年度校运
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

荣获校“新生杯”篮球赛冠军，１个社团被评
为五星级学生社团，２个社团活动被评为优
秀社团活动。学院青年志愿者小分队荣获

“江苏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称号。

学院团委荣获２０１０年全省高校共青团工作
优秀奖。学院网站进行全新改版，在学校组

织的专家评审、日常考核和网上投票评比中

均名列前茅，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度十
佳二级网站”。学院全年在校外媒体发表宣

传报道２９篇，其中省级以上报道１２篇，在
校内媒体报道 ３００余篇，被评为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年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教学工作】　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方位提高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系

列措施，在《中国教育报》头版以《正视学生

差异，实行个性化人才培养》被报道。制定

了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实施细则，在 ２００９
级学生中首次实施，有１７名学生成功转入
新专业学习。制定了《关于在本科生中开设

第二（辅修）专业教学的暂行规定》，推出了

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市场营销三个第

二专业，在２００９级学生中开设了７个班，辅
修学生达４００多名。为新生开设了中学化
学与大学化学知识对接班，为 ２００８级 １１４
位优秀学生聘任了２３位导师。完成了京江
学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工作。获

得江苏大学校优毕业设计（论文）２１篇，较
去年增加 １１％，推荐了 ６篇毕业设计（论
文）参加省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比，有３
篇获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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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研辅导班人才培

养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２０１０届
毕业生英语四级通过率８３．３８％，学位授予
率８２．９１％，有９０人考取硕士研究生或出国
留学。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学生在省级以上竞
赛中获奖６１人次，在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苏赛区、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全国艺术设计大赛等竞赛中

分获一、二、三等奖多项。积极推进国际合

作办学。与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学签

订了合作办学及交流学习的协议，制定了学

分认可及转换办法；首次遴选出６名学生到
该校进行交流学习；草拟了与德国沃尔姆斯

应用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３个专业２＋２
联合培养的方案。与英国格林多大学（威尔

士大学成员）就机械及工商、财经专业的

２＋２联合培养进行了商洽，与日本有关单
位和企业就订单式培养达成了初步意向。

选派了９名学生参加赴美国暑期社会实践
学习交流活动。

【专业建设抽检工作】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实施独立学院专业建设抽检工作的通

知》（苏教高［２０１０］２０号），京江学院于２０１０
年８月３１日前完成了学院有关抽检专业的
网上数据填报工作，并报送《独立学院专业建

设工作抽检自检报告》，顺利完成了迎评自检

任务，并取得免于现场考察的良好结果。根

据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建设抽检工作指标

体系与标准的要求，在２００８年组建的虚拟
系和教研室的基础上，学院对师资队伍做了

合理调整，构建了由自有专职教师、长期外

聘教师、短期兼课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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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现有专职教师：２４２人，其中教授
３５人，副教授８６人，高级职称教师占５０％；
博士５２人，硕士１２８人，具有硕博学位教师
占７４．４％。长期外聘教师：１９０人，其中教
授３０人，副教授 ５５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４５．２％；博士３３人，硕士１０６人，具有硕博
学位教师占 ７３．２％。短期兼课教师：２４７
人，其中教授１５人，副教授５５人，高级职称
教师占３０．８％；博士５１人，硕士１２３人，具
有硕博学位的教师占７０．７％。学院在各专
业聘请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职教师为第

二专业负责人（即副专业负责人），实行“双

负责人制”。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及标准的要

求，京江学院构建了基础实验室共建共享模

式，与江苏大学物理实验中心，电气工程实

验中心，工程力学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和实

验用房进行一定的共建共享。为更好满足

教学需求，适应评估要求，京江学院与校图

书馆合作筹建了江苏大学图书馆京江学院

分馆，并正式开放。

【学生工作】　２４８６名新生顺利报到入学。
新生入学教育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

法，举办了８讲２４场集中专题讲座，按班级
举办了２７０余场次的主题班会和交流讨论
会。２６４０名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以学业
规划为契机，强化学风建设。对一年级全体

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学业规划专题辅导。

组织了新生学生干部培训班，安排了６场系
列讲座，新生９０个班级的２７０余名主要学生
干部参加了培训。实行“辅导员与任课老师

联系制度”，设立了“学生工作接待日”，坚持

实行“学生工作服务周”制度。加强辅导员

队伍建设。积极贯彻学校“建设专业化、职

业化的辅导员队伍”的精神，全年共组织辅

导员参加各种大型培训班、工作经验交流会

８次，以学生的心理把握为出发点，在工作
技巧、工作方法、工作案例等方面进行了交

流培训，提高了辅导员队伍的工作水平。注

重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力鼓励在校

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学
生科研立项申报１１０项，获批９５项。在第五
届“星光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中，京江学院陈奎获得二等奖。有４名学生
被评为江苏省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２
个班级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级。

【招生与就业工作】　加强就业指导，积极
为学生提供就业服务。举办了１３场就业指
导讲座，举办“公务员考前培训”、“选调生

考前培训”、“大学生村官面试培训”等专题

培训班。分专业大类召开考研经验交流座

谈会，举办了考研辅导班，开设了“考研专

栏”宣传栏。２０１０届毕业生总就业率
９１．９４％。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共录取２４６０名
新生，理科录取分数线３０８分，超省控线３１
分；文科录取分数线 ３０４分，超省控线 ２１
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方法，拓展高分生

源，在保持较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实现生源质

量的稳步提高。

（供稿人：孙国　核稿人：陈志刚）

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专业、在校学生数

专业名称 １０级 ０９级 ０８级 ０７级 合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５ １０１ ８５ １０６ ３８７

英语 ８７ ８９ ８２ １３５ ３９３

英语（商务英语） ０ ０ ０ ４３ ４３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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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艺术设计（环境设计） ０ ０ ２３ ２８ ５１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 ０ ０ ２３ ２６ ４９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０ ０ ２５ ２８ ５３

艺术设计（装饰设计） ０ ０ ２１ ２６ ４７

艺术设计 ２５ ２４ ０ ０ ４９

动画 ０ ０ ２２ ２７ ４９

统计学 ４５ ６１ ４８ １０１ ２５５

金属材料工程 ２７ ２５ １９ ０ ７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３２ ２６ １５ ４１ １１４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１４ １２５ １１２ １６１ ５１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６６ ６０ ５６ ４４ ２２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３１ ２７ ２３ ４７ １２８

工业设计 ０ ０ ２４ ２４ ４８

车辆工程 １１１ １２７ ９２ １１９ ４４９

机械电子工程 ８４ ８９ ７７ ７６ ３２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 ５９ ４７ ５４ ５５ ２１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 ４８ ５８ ４２ ９１ ２３９

专业名称 １０级 ０９级 ０８级 ０７级 合计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自） ４５ ４８ ２４ ３２ １４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１０７ １０５ ８３ １２５ ４２０

自动化 ７０ ７０ ５３ ７５ ２６８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３ ５６ ４４ ５７ ２１０

通信工程 ５６ ５４ ４０ ５１ ２０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０ ５１ ５５ ７８ ２３４

土木工程 ８２ ７７ ５８ ６２ ２７９

安全工程 ２７ ２２ ０ ０ ４９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２８ ３４ ２０ ０ ８２

制药工程 ４３ ５３ ３９ ５８ １９３

交通运输 ２０ ３０ １２ ４７ １０９

交通工程 ４２ ４８ ２２ ４２ １５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３６ ５１ ０ ０ ８７

医学检验 １４６ ２３２ ８９ １５４ ６２１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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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护理学 １３３ １１７ ６３ ９７ ４１０

药物制剂 ５０ ５０ １６ ５６ １７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４８ ４６ ５５ ５４ ２０３

工业工程（物流管理） ０ ４８ １８ ５０ １１６

工业工程 ４９ ０ ０ ０ ４９

工商管理 ５０ ４６ ５０ ４０ １８６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０ ４２ ５１ ５２ １４５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 ３９ ０ ０ ０ ３９

会计学 １９６ １９２ １２６ １４１ ６５５

会计学（财务管理） ０ １１３ ６５ ６２ ２４０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 １３６ ０ ０ ０ １３６

物流管理 ５２ ０ ０ ０ ５２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 ４４ ４７ ４８ ２９ １６８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管理） ３４ ３７ ５８ ２５ １５４

总　计 ２４６０ ２５２８ １９３２ ２５６５ ９４８５

（供稿人：王绍娟　核稿人：孙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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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校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崭新阶

段。专业设置已由初期的４个专业发展为
涵盖了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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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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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００人，拥有遍及全国九个省份的 ６０多
个函授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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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继续教
育已培养各类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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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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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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我

校继续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本科、专科升本科）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１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函授

２ 计算机及应用 函授、业余

３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函授、业余

４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业余

５ 会计学 函授、业余

６ 工商管理 函授、业余

７ 电气技术 函授、业余

８ 汽车设计与制造 函授

９ 汽车与拖拉机 函授、业余

１０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１１ 经济法 函授、业余

１２ 国际贸易 函授、业余

１３ 国际金融 函授、业余

１４ 建筑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５ 法学 函授、业余

１６ 土木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７ 热能与动力工程 函授、业余

１８ 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１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函授、业余

２０ 包装工程 函授、业余

２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业余

２２ 临床医学 业余

２３ 医学检验 业余

２４ 药学 函授、业余

２５ 护理学 业余

２６ 公用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业余

２７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业余

２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业余

２９ 金融学 函授、业余

３０ 汉语言文学 函授

３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３２ 英语 业余

３３ 环境工程 函授、业余

３４ 货币银行学 函授、业余

３５ 美术学 业余

３６ 通信工程 函授、业余

３７ 艺术设计 业余

３８ 电子商务 函授、业余

３９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业余

４０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业余

４１ 化学教育 函授

４２ 物理学 函授、业余

４３ 历史学 函授、业余

４４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业余

４５ 财务管理 函授、业余

４６ 市场营销 函授、业余

４７ 高分子材料工程 函授

４８ 车辆工程 函授

４９ 交通工程 函授

５０ 保险 函授、业余

５１ 动画 业余

５２ 教育学（小学教育） 函授、业余

５３ 教育学（教育管理） 函授、业余

５４ 日语 业余

５５ 物流管理 函授、业余

５６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业余

２１４



!"#$

校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项目负责人

１ 护理学 医学院 １００７０１ 医学 严　翎

２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０７０１０１ 理学 冯志刚

３ 汉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０５０１０１ 文学 赵永源

校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参加者

１ 护理学基础 罗彩凤　张　敏　吴　皎　卞素琴　孙　莹

２ 电子技术 王振宇　成　立　陈　勇　刘跃峰　严雪萍　周晓霞　汪　洋等

３ 液压与气压传动 凌智勇　阮鸿雁　王存堂　毛卫平　肖爱民　郑　刚　顾　建等

４ 药物分析 余江南　童珊珊　戚雪勇　王　丽　沈玉萍

５ 经济法 高庆年　刘同君　胡良荣　冯　涛　周爱春　周德军

６ 中国近代史纲要 马红霞　董德福　周志初　王　军　阎　静　李　　石　蕾等

７ 财务管理 徐惠珍　石盈芳　张春景　陈　平　刘瑞文　陈纪南

８ 结构力学 胡白香　陆建飞　陆春华　蔡东升　操礼林　李传勋

９ 高等数学 丁丹平　李医民　王学弟　冯志刚　代国兴　姚洪兴　戴美凤等

１０ 药剂学 戈延茹　徐希明　李夜平　朱　源　沈　松　巢艳红　许　颖

附１：
函授、夜大、脱产、自学考试助学班学生数

继续教育在校生 １８５２２

其中

函授本科 １０５１９

函授专科 ７９９

业余本科 ５２０９

业余专科 １９

脱产本科 １５７１

脱产专科 ６５

自学考试助学班 ３４０

２１５



%&'()*

（２０１１）

附２：
自考助学各专业在校学生数一览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办学地点

序号 专业 校内 人才市场 高专
小计 备注

１ 电子政务（专） ３１ ３１

２ 机电系统智能控制（本） １８３ １８３

３ 汽车服务工程（本） ８６ ８６

４ 管理工程（本） ６３ ６８ １３１

５ 管理工程（独） １４２ １４２

６ 财务管理（本） １２５ ７１ １９６ 专业拟停

７ 财务管理（独） ２３１ ６３ ２９４ 专业拟停

８ 物流管理（本） ２１３ ５３ ２６６ 专业拟停

９ 法学（本）（现为经济法学） １２ １２ 专业拟停

１０ 法学（独）（现为经济法学） １８８ １４６ ３３４ 专业拟停

１１ 英语（本）（现为经贸英语）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２ 英语（独）（现为经贸英语）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３ 人力资源管理（独） １６８ ４９ ２１７ 专业拟停

１４ 工程管理（本） ２１ ２１ 专业拟停

１５ 工程管理（独） ４７ ４７ 专业拟停

１６ 电子商务物流（独） ７２ ７２

１７ 国际商务（独） ０

１８ 市场营销（独） ０ 专业拟停

合计 ９１５ ９９９ ３６７ ２２８１

附３：
自考助学各专业在校学生数一览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办学地点

序号 专业 校内 人才市场 高专
小计 备注

１ 电子政务（专） ３１ ３１

２ 机电系统智能控制（本） １７５ １７５

３ 汽车服务工程（本） １２ １２

４ 管理工程（本） １５ ６８ ８３

５ 管理工程（独） １４２ １４２

６ 财务管理（本） ９９ ７１ １７０ 专业拟停

７ 财务管理（独） ２３１ ６３ ２９４ 专业拟停

８ 物流管理（本） ６１ ５３ １１４ 专业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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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办学地点

序号 专业 校内 人才市场 高专
小计 备注

９ 法学（本）（现为经济法学） ０ ０ 专业拟停

１０ 法学（独）（现为经济法学） １８８ １４６ ３３４ 专业拟停

１１ 英语（本）（现为经贸英语）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２ 英语（独）（现为经贸英语）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３ 人力资源管理（独） １６８ ４９ ２１７ 专业拟停

１４ 工程管理（本） ８ ８ 专业拟停

１５ 工程管理（独） ４７ ４７ 专业拟停

１６ 电子商务物流（独）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７ 国际商务（独） ０

１８ 财务会计与审计 ９５ ９５

１９ 市场营销（独） ０ 专业拟停

合计 ７１９ ９９９ ３６７ ２０８５

附４：
函授（站）分地区统计情况

省 市 （校外）教学点名称 校外教学点地址 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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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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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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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

南京
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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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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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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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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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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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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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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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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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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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校外）教学点名称 校外教学点地址 招生范围

江苏省

宿迁 江苏大学宿迁学院函授站 宿迁市黄河南路３９９号 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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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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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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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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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徐州
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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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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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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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 江苏大学盐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盐城市人民中路３９号 盐城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丹阳市人才流动服务中

心函授站
丹阳市白云街３４号 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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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阳市职教中心函

授站
镇江市丹金路１号华南巷１号 镇江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阳卫生学校成人教

育校外教学点
镇江市丹阳市大南门街６６号 镇江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句容卫生学校成人教

育校外教学点
镇江市句容市华阳北路卫生大厦 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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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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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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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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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浙江省
温州 江苏大学温州函授站 温州市周宅祠２１号 浙江

天台 江苏大学天台函授站 天台县城关百花路一巷２０号 浙江

江西省 南昌 江苏大学江西函授站 南昌市紫阳大道３１８号 江西

广西 南宁 江苏大学广西函授站 南宁长岗路三里一巷４３号 广西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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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湖南 湘潭 江苏大学湖南函授站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 湖南

云南 昆明 江苏大学昆明函授站 昆明市学府路３８８号 云南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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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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姓名 导师姓名

１ 准同型相界附近ＢＮＴＢＴ系环保型压电陶瓷的研究 毕　越 刘　军

２ ＵＶ光固化水性ＰＵＡ涂料研究 吴汶玲　回春雪 邱凤仙

３ 大学生安全意识调查分析及其对策的研究 吴　癑　荆珊珊 高有华

４ 太阳能—地源热泵联合供电供暖供热水制冷系统技术研究 房孝朴 王　谦

５ 利用太阳能联合超大电容使空调车降温的喷雾装置 吴岳谦　徐春瑜 陈汇龙

６ 高校文科师范专业教育见习改革探索 徐　云　王　洁 朱洪祥

７ 龙柴方优化及其微丸制剂学研究 裴　丹　詹冠群 欧阳臻

８ 基于邻菲罗啉衍生物为配体的过渡金属配合物晶体的合成及其光

催化降解
回春雪　王振洲 吴向阳

９ 集胞藻ＰＣＣ６８０３染色体上的两对 ＴＡ系统基因 ｓｓｌ２７３３／ｓｌｌ１４００和
ｓｌｒ１２０９／ｓｌｒ１２１０功能研究 冯婷婷　李海慧 宁德刚

１０ 镇江市供应链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张秀娟　曹　欢 章文芳

１１ 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状况调查及完善对策研究 夏启威　赵丽娜 谭中明

１２ 高校青年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范明清 苏益南

１３ 后金融危机时代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乔　航 高庆年

１４ 微牛级精度摩擦试验机研制 孙万文　康正阳 凌智勇

１５ 蚕茧雌雄分检装置 杨　明 张世庆

１６ 强短脉冲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激发电离的定量探测 曹若曦　王　翔 姚红兵

１７ 利用负折射光子晶体平板透镜进行动态目标探测研究 曹　慧 沈廷根

１８ 镇江市古建筑的保护与开发 王志祥　钱　伟 胡白香

１９ 碳排放结构系统的演化研究与控制 夏　俊 田立新

２０ 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和基因库的建设 韩　冬　吕　洲 郭　钦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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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姓名 导师姓名

２１ 在校大学生生活习惯及其对健康影响的横断面研究 苏玉婷　刘　杰 陆荣柱

２２ 口译短时记忆策略实践效果实证研究 邵诗忆　宋佳佳 任晓霏

２３ 智能烹饪控制单元的研究与设计 朱　昊　周天佳 李　峰

２４ 油罐车罐体的轻量化研发 赵舒天 王若平

２５ ＨＭＧＢ１对Ｔｈ１７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 胡辰晨　陈敏敏 许化溪

２６ 中小企业农民工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维护及保障机制研究 张　健 梅　强

２７ 基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李　智 周绿林

２８ 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的智能手机无线控制车辆系统 邬　星　杨艳彩 赵不贿

２９ 基于ａｒｍ的远程无线温度监测系统 丁　波 陈晓平

３０ 单体集装箱空间改造模块化设计 李　瑞　赵　飞 王　强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废弃硼泥作无氟炼钢渣助熔剂的化渣机

理及应用研究
闫永其　张高领 王宏明

２０１００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高介电高非线性ＣＣＴＯ／ＺｎＯ基复合薄膜
的制备及机理研究

樊月娥 徐　东　孙丹峰

２０１０００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熔体反应合成 ＭｇＴｉＢＸ（Ｘ＝Ｓｉ、Ｏ、
ＲＥ）体系复合材料的界面结构研究

徐晓黎　雷　蕾 张松利

２０１００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碳纳米管／聚芳醚酮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摩擦学性能研究

齐　欢 宋浩杰

２０１００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准同型相界附近 ＢＮＴ－ＢＴ系环保型压
电陶瓷的研究

毕　越 刘　军

２０１０００６ 财经学院 大学生团队学习模式研究 宋青青　胡　越 陶忠元

２０１０００７ 财经学院
低碳经济背景下镇江市环境污染现状调

查及绿色保险制度方案设计
单　超　陈海涛 欧阳玉秀

２０１０００８ 财经学院
江苏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及其影响

因素的调查研究
徐先翔 陈海波

２０１０００９ 财经学院
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状况调查

及完善对策研究
夏启威　赵丽娜 谭中明

２０１００１０ 财经学院 镇江市供应链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张秀娟／曹欢 章文芳

２０１００１１ 财经学院 镇江市民营企业业绩评价研究 陈鑫淼　何雪敏 张　华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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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１２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高效节能纯电动汽车驱动控制系统设计

与分析
田　超 朱孝勇

２０１００１３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花卉栽培环境的测控 李　涛 李长杰

２０１００１４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ａｒｍ的远程无线温度监控系统 丁　波 陈晓平

２０１００１５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的智能手机无线控制车
辆系统

邬　星　杨艳彩 赵不贿

２０１００１６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ＳＰＣＥ０６１Ａ的语音控制及实时显示
系统的设计

张小波　朱德文 秦　云

２０１００１７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多源传感信息的油菜氮素无损检测

研究
张　骁 孙　俊

２０１００１８
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
手机外接显示器的实现 范晓旭 张　净

２０１００１９ 法学院
高校青年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法律保障

问题研究
范明清 苏益南

２０１００２０ 法学院 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思考 许　娟 周国强

２０１００２１ 法学院 广告违法与消费者公益诉讼问题探析 徐　霖 谈建俊

２０１００２２ 法学院
后金融危机时代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

问题研究
乔　航 高庆年

２０１００２３ 工商管理学院
常熟市无纺产业信息化建设中的风险评

估与控制
王　佳 刘秋生

２０１００２４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张晓慧 何有世

２０１００２５ 工商管理学院
关于镇江市创业指导培训状况的调查与

研究
高荣升　陆佳媚 郭龙建

２０１００２６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

研究
李　智 周绿林

２０１００２７ 工商管理学院
江苏大学毕业生走进农村就业的发展方

向研究
周德帅 李国昊

２０１００２８ 工商管理学院 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龙莺莺 刘石柱

２０１００２９ 工商管理学院 生产管理咨询及其信息系统开发研究 刘忠伟、金耀平 陈　骏

２０１００３０ 工商管理学院
镇江创业型城市建设中创业文化评价指

标研究
郭　辉 毛翠云

２０１００３１ 工商管理学院 镇江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研究报告 张　露、陈靖远 陈　浩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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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３２ 工商管理学院
镇江市小商品城发展现状调查及发展战

略研究
潘玲琳 马志强

２０１００３３ 工商管理学院
中小企业农民工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维护

及保障机制研究
张　健 梅　强

２０１００３４ 化学化工学院 ＵＶ光固化水性ＰＵＡ涂料研究 吴汶玲　回春雪 邱凤仙

２０１００３５ 化学化工学院 含锆介孔分子筛的合成表征与催化性能 张长华　王　倩 姜廷顺

２０１００３６ 化学化工学院
具有超支化结构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赵春燕　李鹏玲 杨冬亚

２０１００３７ 环境学院
白碳黑合成工艺及其在安全工程中的应

用研究
赵泽艳　黄一敏 王明贤

２０１００３８ 环境学院
淡水蓝藻对新型污染物离子液体的指示

作用和机理研究
徐　峰　俞　凯 杜道林

２０１００３９ 环境学院
基于邻菲罗啉衍生物为配体的过渡金属

配合物晶体的合成及其光催化降解
回春雪　王振洲 吴向阳

２０１００４０ 环境学院
集胞藻ＰＣＣ６８０３染色体上的两对ＴＡ系
统 基 因 ｓｓｌ２７３３／ｓｌｌ１４００ 和 ｓｌｒ１２０９／
ｓｌｒ１２１０功能研究

冯婷婷　李海慧 宁德刚

２０１００４１ 环境学院
羟基自由基处理水源地饮用水中微囊藻

毒素实验研究
郭　聪　 朱晓兰 依成武

２０１００４２ 环境学院
石化废水中硫脲的等离子体处理技术

研究
杜红艳 解清杰

２０１００４３ 机械工程学院 蚕茧雌雄分检装置 杨　明 张世庆

２０１００４４ 机械工程学院
非晶带无线圈磁通门弱磁检测传感器

研制
佘骏逸 鲍丙豪

２０１００４５ 机械工程学院 光子晶体ＬＥＤ发光效率的研究 邢玲玲 高永锋

２０１００４６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装置装配及其控制综合训练 王轶伦　薛元新 毛卫平

２０１００４７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ＮＩＣＶＳ的水果品质分级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于连河 许桢英　潘海彬

２０１００４８ 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新传感网的高灵敏度超微压压力传

感器研发
杨　平　胡舒瑜 付永忠

２０１００４９ 机械工程学院 减少切削液用量的绿色切削技术 张　斌 王树林　裴宏杰

２０１００５０ 机械工程学院 教学楼照明节能自动控制系统 黄琳杰　王　俊 张西良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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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５１ 机械工程学院
强短脉冲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激发电离

的定量探测
曹若曦　王　翔 姚红兵

２０１００５２ 机械工程学院 微牛级精度摩擦试验机研制 孙万文　康正阳 凌智勇

２０１００５３ 机械工程学院 追日型自适应太阳能供电ＬＥＤ路灯 姜蕾蕾　邵　盈 王　权

２０１００５４
基础医学与医学

技术学院

ＨＭＧＢ１对Ｔｈ１７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分
子机制

胡辰晨　陈敏敏 许化溪

２０１００５５
基础医学与医学

技术学院

蝶窦解剖学特点与鼻内窥镜手术关系的

研究
孙佳琦　尤梦飞 姜　平　王冬青

２０１００５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基于波浪能的无线传感器节点持续供电

装置
林伟伟　夏　飞 蒋中秋

２０１００５７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基于蓝牙技术的运动心率的采集与传送 任文婷　周婷钰 王洪金

２０１００５８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基于网格拓扑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容侵路

由研究
陈　帅　郑　凯 王新胜

２０１００５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音频情感实时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王文远　吴天俣 毛启容

２０１００６０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镇江市博物馆智能化视频监控系统改造

与管理软件的开发
董　亮 江晓明

２０１００６１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智能烹饪控制单元的研究与设计 朱　昊　周天佳 李　峰

２０１００６２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智能小区安防周界报警系统的优化分析

与设计
袁　丽　董　晓 朱　娜

２０１００６３ 教师教育学院 大学教学方式的变革研究 吴彩云 张忠华

２０１００６４ 教师教育学院
大学生安全意识调查分析及其对策的

研究
吴　癑　荆珊珊 高有华

２０１００６５ 教师教育学院 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研究 杨　洁　吴苏媛 孙永明

２０１００６６ 教师教育学院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惩戒权流失状况的

问卷调查研究
袁　玲 曹　辉

２０１００６７ 教师教育学院 可调式悬挂木桌 严明皓 陶明华

２０１００６８ 理学院 分形插值曲面构造及其算法研究 袁振友 冯志刚

２０１００６９ 理学院 工程代建制下内部激励机制研究 鲁　娜　顾　昊 王　军

２０１００７０ 理学院
关于提升信计专业学生实践与就业能力

的探讨与研究
樊玉琴 刘　浩

２０１００７１ 理学院 建筑屋面防水现状调研 李　鑫 朱华明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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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７２ 理学院 近哈密尔顿系统极限环研究 段礼霞 吴玉海

２０１００７３ 理学院
利用负折射光子晶体平板透镜进行动态

目标探测研究
曹　慧 沈廷根

２０１００７４ 理学院
黏弹性薄膜材料中高频超声导波传播特

性的研究
高　倩　张　华 孙宏祥

２０１００７５ 理学院 数理逻辑在生活中的应用 吴海龙 朱荣平

２０１００７６ 理学院 碳排放结构系统的演化研究与控制 夏　俊 田立新

２０１００７７ 理学院 新型绿色农村住宅研究与设计 朱　姣 苏　波

２０１００７８ 理学院 镇江市古建筑的保护与开发 王志祥　钱　伟 胡白香

２０１００７９ 临床医学院
ＰＴＤＦｏｘｐ３对卵巢癌细胞系 ＨＯ８９１０ＰＭ
侵袭和增殖的影响

金　迪 卢小东

２０１００８０ 临床医学院
姜黄素对胶质瘤细胞中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
的影响

孙　洁 王存祖

２０１００８１ 临床医学院
在校大学生生活习惯及其对健康影响的

横断面研究
苏玉婷　刘　杰 陆荣柱

２０１００８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超高压水射流切割材料的断面分析 王海宇 康　灿

２０１００８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车内节能型小型电子充电设备 夏　银　高理想 吴鸽平

２０１００８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利用太阳能联合超大电容使容车降温的

喷雾装置
吴岳谦　徐春瑜 陈汇龙

２０１００８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太阳能地源热泵联合供电供暖供热水
制冷系统技术研究

房孝朴 王　谦

２０１００８６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多能源动力混合汽车动力耦合方式研究 时　俊 何　仁

２０１００８７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基于有限元载重子午线轮胎滚动阻力仿

真分析
管晓晨 王国林

２０１００８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永磁轨道制动器结构参数设计及性能仿

真分析
唐卓华　余　欢 陈士安　姚　明

２０１００８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油罐车罐体的轻量化研发 赵舒天 王若平

２０１００９０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高校文科师范专业教育见习改革探索 徐　云　王　洁 朱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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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学院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导　师

２０１００９１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秘书专业情景模拟实训方案探索 徐　冬　梁　意 梁爱民

２０１００９２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超声辅助酶法制备慈姑淀粉及其性质的

研究
谢　斌 何荣海

２０１００９３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番茄花药发育中早期响应短时诱导基因

表达与克隆分析
夏昌选　王　芳 刘天磊

２０１００９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宏基因组新型甘油脱水酶基因的克隆与

表达
赵宝林　曹婷婷 齐向辉

２０１００９５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试纸条技术的研究

开发
王薇薇　陈晓东 张　灿

２０１００９６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和基因库的建设 韩　冬　吕　洲 郭　钦

２０１００９７ 外国语学院 ２００９年日本青年流行语及其社会影响 翟　岚 王保田

２０１００９８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能力分析与改革 狄晓靖 王　翔

２０１００９９ 外国语学院 江苏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与教学状

况调查
蒋雪婷　张传瑞 苏建红

２０１０１００ 外国语学院 口译短时记忆策略实践效果实证研究 邵诗忆、宋佳佳 任晓霏

２０１０１０１ 药学院 硫酸软骨素的分离纯化和结构鉴定 李芸子　但招陵 仰榴青

２０１０１０２ 药学院 龙柴方优化及其微丸制剂学研究 裴　丹　詹冠群 欧阳臻

２０１０１０３ 药学院 替米考星 ＳＢＡ１５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
的制备及识别特性的研究

陈露霜 戈延茹

２０１０１０４ 艺术学院 单体集装箱空间改造模块化设计 李　瑞　赵　飞 王　强

２０１０１０５ 艺术学院 家用儿童安全座椅 陈　研 张　凯

２０１０１０６ 艺术学院 水龙头的改良设计 陈劲松　陶晓倩 何灿群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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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汽车学院 汽车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基地 王国林 ２０１０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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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药学院
产学研结合培养药剂学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基地
徐希明 ２０１０

９ 理学院
基于“多模式联合培养”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

养创新基地

李医民

田立新
２０１０

１０ 理学院 工程类创新人才物理（含实验）教学模式改革 许伯强 ２０１０

１１ 电气学院 “现代电气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刘贤兴 ２０１０

１２ 机械学院 面向长三角的测控类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陈　进
许桢英

２０１０

１３ 基础医学院 医学检验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 邵启祥 ２０１０

１４ 管理学院 企业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刘秋生 ２０１０

（撰稿人：薛宏丽　审稿人：梅　强）

研究生教育

综述

研究生教育是影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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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过程管理，创新工作举措，不断提升

内涵质量，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力支撑。

【博士后工作】　为更好的吸引和招收国内
外优秀的博士生进站开展科学研究，研究生

处进一步规范博士后管理和考核工作，２０１０
年共招收博士后科研人员６８人（企业博士
后９人），出站１０人，目前在站１４４人。在
站博士后国家和江苏省博士后基金再次取

得突破，全年共获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

７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１８项，江苏省博士后
科研资助计划１７项，依托我校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招收的企业博士后获批江苏省首批

企业博士后集聚计划项目资助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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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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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０年度各项招生、报名
和组考任务，管理规范，工作出色，得到了省

教育考试院的充分肯定，被评为江苏省研究

生招生管理优秀单位和考务管理优秀报考

点。招生计划完成情况。２０１０年我校全日
制硕士生报考人数为４２５５人，博士生报考
人数为 ２６７人，共录取全日制研究生 １９４８
人，其中硕士生 １７９８人（含学术型硕士生
１４８６人，专业学位硕士生 ３１２人），博士生
１５０人。另外，本年度录取台湾籍研究生１８
人，其中博士生２人，工商管理硕士１６人。
我校单考招生规模为 １０人。招生宣传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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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

激励和奖励政策，努力吸引优秀生源，不断

提高一志愿录取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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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我校研究生招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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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良好形象。考点考务工作。严格按照省

考试院要求，完成了报考点试、答卷保密室

监控系统与省教育考试院视频监控系统联

网的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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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本考点涉及到全国２２５家招生单
位的５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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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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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工作。严格

执行省研究生招生《考务工作考核办法》和

《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全方面、全层面实施目

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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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采
用公开招考、硕博连读两种方式招收博士生，

为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学

科、学位点建设水平的提高，招生政策适当向

优势学科、高水平平台、杰出人才倾斜。

【培养工作】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
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教育，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２０１０年
全面开展了博士、硕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本次培养方案修

订遵循“强化基础理论、突出实践与创新、提

高综合素质”的原则，共涉及１３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３８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全日制
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针对学校学科特

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在工学、医学等应用性

较强的学科增设了一批设计性实验选修课

程；同时，各一级学科均设置了学科综合讲

座，课程教学内容涵括文献检索、专利申报、

科研写作、学术前沿等各个方面，突出了对

研究生学术素养、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监督指

导作用，切实加强了培养过程管理，对２０１０
级研究生的课堂教学质量、教学秩序等情况

进行了点、线、面相结合的检查，对研究生新

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重点把关；完成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级研究生培养手册抽查工作，进
一步规范了教学秩序和培养流程，确保了研

究生培养质量。继续实施校、省两级研究生

创新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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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项，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
创新计划４０项（其中，自然科学３６项，人文
社科４项）、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
实践课题 ３项、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３
门、江苏省博士学术论坛１个、江苏省企业
研究生工作站１３个以及江苏省产学研联合
培养研究生优秀基地３个，获批项目比例继
续保持全省前列。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教

学方法改革，营造优良育人环境。遴选、审

批了“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课题”９项，首次开展了校研究生实验
课程建设项目。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校际

间交流，鼓励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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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国

际学术交流等活动。为保证博士生安心学

习，更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从２０１０年９月
份起，学校提高了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

准，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的生活补助标准从每

月４６０元提高到８００元，较好地改善了博士
研究生生活待遇。

【学位工作】　为促使研究生教育“导师负
责制”真正落到实处，学校试行“对于从事

业务、管理双重工作的导师，其硕士毕业生

学位论文，每学年、每学科至少抽审一篇”的

制度。同时，加强学院学位论文“盲审”及

答辩工作的检查力度，确保研究生规模不断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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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状态下学位授予质量稳步提高，进而增

强我校“省优学位论文”乃至“全国优博”的

竞争力。今年学校共获一篇“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提名奖，２篇省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１１篇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了流
体机械及工程学科１篇博士论文参加２０１１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学校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做

了一些调整，即医学门类、挂靠食品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的生命科学相关方向的博士

学位研究生，医学门类、生物学学科的硕士

研究生，按要求发表被ＳＣＩ检索且达到一定
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时，可几个研究生共用

一篇学术论文申请学位。召开了两次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完成博士１０５人、硕士１６６７
人（其中全日制硕士１２８０人，工程硕士２７４
人，ＭＢＡ学员８１人，高教硕士２５人，同等
学力硕士７人）的学位授予工作，并评选出
２０１０年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６篇，校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５１篇。
【专业学位工作】　由于我校在《工程硕士
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据初步消息，今年我校有望被评

为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全国

共５０所）。获批了光学工程、仪器仪表工
程、软件工程、化学工程、安全工程５个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并初步制定出该５个新
增领域的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完成了２００９年度在职人员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共３７３人（其中工程硕士３０４
人，ＭＢＡ ６９人）的录取、上报和入学各项
工作以及２０１０年度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７００余人的报名以及入学第一、二阶
段的考试工作。通过挖掘各学院资源和潜

力，拓展工矿企业生源基地，不但使今年的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较

去年增幅近５０％，且生源质量大大提高，生
源中，来自工矿企业的考生比例比去年增加

近３倍。申办了８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共
招收学员近３００人。制定和修订了“江苏大
学关于在职人员攻读非学历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工作实施细则（暂行）”、“江苏大学关

于授予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

员硕士学位工作的实施细则”、“江苏大学

非学历工程硕士研究生班管理暂行规定”

以及“江苏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暂行管理

办法”。建立了非学历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每月例会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我校非学历研

究生教育师资队伍、管理人员队伍以及管理

制度的建设，扫除了管理盲区，理顺了关系，

构建出具有我校特色的规范有序、和谐发展

的非学历研究生教育模式。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进站时间

１ 任旭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８１６４５ ２０１０．０１．０７

２ 李亚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程晓农 ８１６４７ ２０１０．０１．０７

３ 朱　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银男 ８１９３３ ２０１０．０１．１８

４ 刘莹莹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８２５４２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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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进站时间

５ 孙艳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８２５４４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６ 周晓红 农业工程 吴春笃 ８２５４５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７ 孙桂芳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８２５４６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８ 许小红 农业工程 杜道林 ８２５４７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

９ 江慎华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８２９１２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０ 徐卫东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８２９１３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１ 段玉清 农业工程 闫永胜 ８２９１４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２ 陈银飞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丽珍 ８２９１５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３ 吴梦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８２９１６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４ 刘　辉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李华明 ８２９１７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５ 李桂荣 机械工程 许晓静 ８２９１８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６ 张　超 控制科学与工程 赵德安 ８２９１９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７ 冯爱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袁寿其 ８２９２１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１８ 杨冬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邱凤仙 ８３４２５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１９ 李星毅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８３４２６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０ 刘海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８３４２８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１ 赵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丽珍 ８３４２９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２ 魏新华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８３４３０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３ 何志刚 交通运输工程 陈　龙 ８３４３１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４ 盘朝奉 交通运输工程 陈　龙 ８３４３３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５ 李彦军 农业工程 袁寿其 ８３４３４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２６ 王英惠 机械工程 任乃飞 ８５０８４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２７ 王武年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丽珍 ８５０８５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２８ 李　强 交通运输工程 何　仁 ８５０８６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２９ 马如宇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８５０８７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０ 杨志贤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８５０８８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１ 李国昊 管理科学与工程 范　明 ８５０９０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２ 郭玉琴 交通运输工程 陈　龙 ８５０９１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３ 谢桂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刘荣桂 ８５０９２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４ 韩同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 骆　英 ８５０９３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３５ 张晓东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８５０９４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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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进站时间

３６ 王丹丹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８６９８９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３７ 蒋银花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倪　良 ８６９９０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３８ 汪文新 管理科学与工程 范　明 ８６９９２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３９ 陈旭梅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８６９９５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４０ 常勇慧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李华明 ８６９９６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４１ 魏胜利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蔡忆昔 ８６９９７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４２ 梁国熙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吴向阳 ８６９９８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４３ 袁朝春 机械工程 陈　龙 ８７０７０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４４ 朗集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８８８６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４５ 孙　璐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８８８６２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４６ 赵志峰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田立新 ８８８６３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４７ 孟素慈 材料科学与工程 谢吉民 ８８８６４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４８ 朱建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谢吉民 ８８８６５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４９ 王　
!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８８８６６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０ 许　晖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李华明 ８８８６７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１ 申　祥 机械工程 张永康 ８８８６８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２ 任　乾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８８８６９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３ 徐庆刚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８８８７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４ 曹　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刘晓光 ８８８７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５５ 周海燕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９０５５３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５６ 王　政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９０５５４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５７ 侯永涛 机械工程 李仲兴 ９０５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５８ 傅小奇 材料科学与工程 殷恒波 ９０５５６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５９ 孙立成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９０５５７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０ 麦维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克平 ９０５５８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１ 陈慧卿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　明 ９０５６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２ 王爱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殷恒波 ９０５６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３ 蔡　莉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９０５６３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４ 姬　伟 农业工程 赵德安 ９０５６６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５ 丁　娟 管理科学与工程 梅　强 ９０５８８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６ 解清杰 农业工程 吴春笃 ９０５６９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７ 李维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施卫东 ９０５７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８ 王慧娟 农业工程 吴春笃 ９０５７２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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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合作导师 编号 出站时间

１ 王志芳 管理科学与工程 赵喜仓 ５２０９３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２ 王　匀 机械工程 蔡兰 ５２１７６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３ 邹小波 食品科学与工程 赵杰文 ５２４０１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４ 马永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５２４０２ ２０１０．０９．０２

５ 谭小力 食品科学与工程 马海乐 ５２４１４ ２０１０．０９．１６

６ 孙　俊 农业工程 毛罕平 ５２７３４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７ 张海晖 食品科学与工程 董　英 ５５５６９ ２０１０．０１．１８

８ 吴春霞 机械工程 蔡　兰 ５５６７４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９ 孙　梅 管理科学与工程 路正南　田立新 ５６２１１ ２０１０．０６．２９

１０ 张继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闫永胜 ５９８８８ ２０１０．０１．１２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 宋浩杰
新型油溶性石墨烯基润滑油添加剂的制备和

摩擦学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４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２ 范兴华
城市群突发水安全评价体系及综合应急管理

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５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３ 朱文帅
类Ｆｅｎｔｏｎ离子液体在柴油氧化脱硫中的构
效关系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６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４ 王权
纳米硅薄膜力电热多场耦合下服役行为理论

与实验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７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５ 张朝阳
激光热 力学效应的光电化学应力刻蚀技术

基础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８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６ 陈全胜
基于视觉 嗅觉 味觉跨感知传感信息融合技

术的碧螺春品质智能化审评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５５９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７ 黄国平
高功效治疗２型糖尿病家蚕丝素功能多肽制
备与评价新技术

２０１００３５６０ 特别资助 第三批

８ 薛永来
拟南芥作为生物指示物研究离子液体的生态

毒性及分子机理
２０１００４７００６２ 国家一等 第四十七批

９ 刘莹莹
稀土 过渡金属异核有机近红外发光材料的

合成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７９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０ 徐东
高介电高非线性电容压敏双功能复合薄膜的

制备及机理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０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１ 任旭东
泵类壳体及叶片微细裂纹激光强化寿命延长

理论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１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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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１２ 李桂荣
高强韧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表征和形成

机理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２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３ 孙桂芳
激光直接沉积强化混料机关键件的工艺及机

理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３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４ 段玉清
基于微／纳米硅胶表面分子印迹的固相萃取
分离／富集茶中ＥＧＣＧ的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４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５ 林琳
磁性ＣａＯ／αＦｅ纳米复合中空纤维制备及其
催化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特性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５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６ 何荣海
稳态空化超声对蛋白酶结构、活性和酶解反

应动力学的影响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６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７ 郭忠建
家蚕与 ＢｍＮＰＶ在泛素通道上的敌我识别
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７１３８７ 国家二等 第四十七批

１８ 闵春英
聚偏氟乙烯／氟化 氧化石墨烯复合分离膜的

构建及其界面作用机制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２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１９ 王正岭
飞秒激光表面等离子体激元近场特性及微纳

加工基础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３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０ 陈俊杰 微发动机ＨＣＣＩ蓄热催化燃烧过程的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４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１ 周晓红
仿生植物附着生物膜对重污染河道氮素去除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５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２ 冯爱新
界面本征结合强度激光冲击离散划痕检测技

术基础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６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３ 张晓东
基于强度 偏振 光谱分布多维图像的番茄营

养水平检测方法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７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４ 梁国熙
近红外荧光 Ｆｅ３Ｏ４ＱＤｓ体系在食品安全致
病菌检测中的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８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５ 江慎华
生物活性追踪法对丁香抗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的研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１０９９ 国家二等 第四十八批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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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
土壤 水界面重金属对拟除虫菊酯杀虫剂吸

附／解吸的影响机制
１００１０２１Ｂ 江苏Ｂ等 ２０１０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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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１０３４Ｂ 江苏Ｂ等 ２０１０上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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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等级 批次

３ 林琳
氧化钙／α铁纳米复合中空纤维制备及其催
化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特性研究

１００１０３５Ｂ 江苏Ｂ等 ２０１０上

４ 李桂荣
高强韧镁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性能及形

成机理
１００１０２３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上

５ 薛永来
淡水蓝藻作为污染物离子液体指示生物的应

用基础研究
１００１０２４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上

６ 朱文帅
类Ｆｅｎｔｏｎ离子液体在燃油氧化脱硫中的构
效关系研究

１００１０２５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上

７ 陈俊杰 微发动机ＨＣＣＩ蓄热催化燃烧过程的研究 １００１０２６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上

８ 吴梦云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家族企业治理与绩效

研究
１００１０４９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上

９ 梁国熙 基于近红外荧光量子点对细胞毒性的研究 １００２０１０Ｂ 江苏Ｂ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０ 任乾 Ｃ１ｑ基因在三角帆蚌先天免疫中的功能研究 １００２０１１Ｂ 江苏Ｂ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１ 冯爱新
界面动态本征结合强度激光冲击波离散划痕

检测基础研究
１００２０２９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２ 陈旭梅 江苏省能源供需随机微分系统的研究 １００２０３０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３ 闵春英
聚偏氟乙烯／氟化 氧化石墨烯复合分离膜的

制备及其界面作用机制研究
１００２０３１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４ 魏胜利
Ｄ／ＩＮＴＰ系统降低柴油机 ＰＭ排放及再生
ＤＰＦ的微观机理研究

１００２０３２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５ 杨冬亚
ＵＶ固化水性 ＰＵＡ／纳米氧化物涂料的制备
及应用技术

１００２０３３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６ 郭玉琴
基于强塑积指标的车身用高强度钢板温成形

性研究
１００２０３４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１７ 蒋书敏 碳排放约束下能源供需结构调整的分析研究 １００２０７５Ｃ 江苏Ｃ等 ２０１０下

研究生教育工作

２０１０年招收全日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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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 ６３ ２０ ８４

硕士研究生 １７９８ ７５０ １３４１ ５０

港澳台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１８ ７ １８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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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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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硕士 ４５２人

ＭＢＡ ５５人

２０１０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备注

１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茶叶品质

快速无损检测研究
陈全胜 赵杰文 全国优博提名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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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１ 基于激光冲击机理的裂纹面闭合与疲劳性能改善特性研究 任旭东 张永康

２ ＺｒＷ２ｘＭｏｘＯ８（０≤ｘ≤２）化合物晶体结构及其负热膨胀性 刘芹芹 程晓农

３ 轴流泵叶轮非线性环量分布理论及实验研究 张德胜 施卫东

４ 水稻脱粒损伤力学特性及低损伤脱粒装置研究 徐立章 李耀明

５
基于敲击振动、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的禽蛋品质无损检

测研究
林　颢 赵杰文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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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１
ＨＩＶ－１和Ａ／Ｈ１Ｎ１的适应性进化研究及ＨＩＶ－１重组分析
方法的评价

丁　娜 黄新祥

２ 黄瓜穴盘育苗基质配方及环境调控技术研究 赵青松 李萍萍

３ 高承载低模量医用摩擦学薄膜的研究 郝欣妮 许晓静

４
纳米晶尖晶石型铁氧体基复合纤维的制备、结构和磁性能

研究
过丽萍 沈湘黔

５ 生物柴油羰基类污染物的检测与形成过程分析 许广举 王　忠

６ 基于流固耦合的离心泵流动诱导振动特性数值研究 裴吉 袁寿其

７ 时变耦合延迟复杂网络的自适应同步和脉冲控制 曾长燕 孙　梅

８
铜系催化剂催化顺酐气相选择加氢与一羟基饱和醇脱氢耦

合反应的研究
张东芝 殷恒波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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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备注

９ ＧＲＡＦ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在造血系统髓系肿瘤中的意义 钱　震 钱　军

１０
肝细胞生长因子腺病毒修饰人脐带间质干细胞对肾缺血再

灌注损伤治疗的研究
陈　圆 许文荣

１１ 淫羊藿苷元的酶法制备及其脂质体研究 贾东升 贾晓斌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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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１ 基于激光冲击机理的裂纹面闭合及强化特性研究 任旭东 张永康

２ 界面结合强度激光划痕检测基础研究 冯爱新 谢华锟

３ 金属板料激光冲击作用机理及铝板校形研究 丁　华 蔡　兰

４ 水煤浆静电雾化特性及荷电两相流场研究 郑捷庆 罗惕乾

５ ＺｒＷ２ｘＭｏｘＯ８（０≤ｘ≤２）化合物晶体结构及其负热膨胀性 刘芹芹 程晓农

６ Ａｌ３Ｔｉ／Ｍｇ复合材料及磨损行为的研究 杨子润 王树奇

７ 纳米银、镍和羟基磷灰石的可控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王爱丽 殷恒波

８
基于敲击振动、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技术的禽蛋品质快

速无损检测研究
林　颢 赵杰文

９ 石榴果皮多酚提取及残渣的能源化利用 曲文娟 马海乐

１０
水溶性小分子醇－盐双水相体系的构建及分相／分离机制
和应用研究

王　
!

闫永胜

１１ 可见光响应型钒酸盐系列光催化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许　晖 吴春笃

１２ 语音情感特征提取及识别方法研究 毛启容 詹永照

１３ 参数影响下几类非线性电路的动力学行为分析 张晓芳 毕勤胜

１４ 轴流泵叶轮非线形环量分布理论及实验研究 张德胜 施卫东

１５ 水稻脱粒损伤力学特性及低损伤脱粒装置研究 徐立章 李耀明

１６ 基于多传感信息的油菜氮素水分无损检测研究及系统开发 张晓东 毛罕平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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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１ 联合收割机负荷反馈系统多信号处理方法的研究 黄治根 陈　进

２
基于空气中冲击波幅值和飞行时间的激光冲击强化在线检

测试验研究
王　飞 张永康

３ 基于微模具的激光冲击压印成形技术研究 沈宗宝 刘会霞

４ 基于铬配对金属薄膜的界面力学性能测试及其数值模拟 李　春 杨　平

５ 激光焊接数值模拟及焊件材质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冯晓天 李新城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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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备注

６ 高承载低模量医用摩擦学薄膜的研究 郝欣妮 许晓静

７ 生物柴油羰基类污染物的检测与形成过程分析 许广举 王　忠

８ 柴油机排气环境中ＮＴＰ作用规律的研究 冉冬立 蔡忆昔

９ 自励式缓速器的设计方法研究 沈海军 何　仁

１０ 图书馆服务质量测评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岳江君 施国洪

１１ 生命价值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 杨宗康 梅　强

１２ 卫生总费用及控制研究 卞琳琳 周绿林

１３ 江苏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评价研究 滕家佳 赵喜仓

１４ 江苏省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研究 王彩学 陈丽珍

１５ 超高压多相射流的流动特性及切割性能分析 王育立 杨敏官

１６ 微水射流导引激光精密打孔过程的传热和流动分析 詹才娟 李昌烽

１７
纳米晶尖晶石型铁氧体基复合纤维的制备、结构和磁性能

研究
过丽萍 沈湘黔

１８ 基于神经网络逆的无刷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控制 金　鹏 刘国海

１９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生物发酵软测量技术研究 周大为 刘国海

２０ 基于自抗扰控制技术的三电机同步控制系统研究 胡建群 刘星桥

２１ 无轴承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和直接悬浮力控制 谭　耳 朱誯秋

２２ 超声辅助酶法制备燕麦蛋白ＡＣＥ抑制肽的研究 耿静静 马海乐

２３ 光谱图像技术在柑橘采摘和采后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王建黑 蔡健荣

２４
基于近红外光谱特征谱区优选方法的草莓内部品质检测

研究
石吉勇 赵杰文

２５ 多分类器动态集成技术研究 欧吉顺 朱玉全

２６ 基于半监督学习和决策融合的人脸表情识别方法 陈亚必 詹永照

２７ 基于ＳＶＤＤ与ＳＶＭ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研究 陈长军 詹永照

２８ 几类重要非线性发展方程的精确解 刘翠莲 卢殿臣

２９ 一般浅水波方程的适应性和极限行为理论 陈乐乐 田立新

３０ 非线性混沌系统的脉冲同步研究 张丽萍 毕勤胜

３１ 渐近循环马氏链的强极限定理 钟萍萍 杨卫国

３２ 莱易斯与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初探 马 丽 吕国忱

３３
铜系催化剂催化顺酐气相选择加氢与一羟基饱和醇脱氢耦

合反应的研究
张东芝 殷恒波

３４
以［Ｍｎ（ＳＢ）］＋为构筑单元的氰基配合物的合成、晶体结
构及性质

王婷婷 谢吉民

３５
ｓｉＲＮＡ沉默Ｔｒｏｐ２基因表达对胃癌 ＢＧＣ８２３细胞迁移侵袭
能力的影响

戴东方 陈德玉

３６ ＧＲＡＦ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在造血系统髓系肿瘤中的意义 钱　震 钱　军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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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备注

３７ 炎症性关节病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的检测及意义 芮金兵 李　晶

３８
血浆内脂素水平及其基因－１５３５Ｃ／Ｔ多态性与２型糖尿病
相关性的研究

施　良 陈军建

３９ 人类活体肺叶间裂变异６４层螺旋ＣＴ的研究 黄　昊 王亚非

４０
肝细胞生长因子腺病毒修饰人脐带间质干细胞对肾缺血再

灌注损伤治疗的研究
陈　圆 许文荣

４１
ＨＭＧＢ１对Ｔｈ１７细胞的诱导及其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作用
机制的初步探讨

石　燕 许化溪

４２ 中药中单端孢霉烯族毒素检测方法研究 岳延涛 欧阳臻

４３ 淫羊藿苷元的酶法制备及其脂质体研究 贾东升 贾晓斌

４４ 汉字设计中“意”、“象”融合的研究 吴文苑 王　强

４５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高校学分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相　阳 张忠华

４６ 基于流固耦合的离心泵流动诱导振动特性数值研究 裴　吉 袁寿其

４７ 新型井泵的数值模拟、试验研究及优化设计 王洪亮 施卫东

４８ 风筛式清选装置中贯流风机的特性及试验研究 唐　忠 李耀明

４９ 黄瓜穴盘育苗基质配方及环境调控技术研究 赵青松 李萍萍

５０
家蚕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Ｂｍｓｅｒｐｉｎ－２）和类成虫盘生长
因子（ＢｍＩＤＧＦ）的亚细胞定位及组织表达分析

潘　晔 陈克平

５１
ＨＩＶ－１和Ａ／Ｈ１Ｎ１的适应性进化研究及ＨＩＶ－１重组分析
方法的评价

丁　娜 黄新祥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主要活动

序号 活 动 内 容 时 间 主办或承办单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术

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开幕式暨

第十一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表彰大会
４月１９日 研工部、校研会

“江苏大学导师讲坛”系列活动 ４月－６月 研工部、校研会

“信息与科技”系列讲座 ４月－５月 研工部、校图书馆

“思想独立、自主创新”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 ３月－６月 校研会、各研分会

“创新发展—企业赢家之道”创业就业专题

讲座
３月３０日

校研会，市（区）发改

和经贸委、民发局，镇

江新区经发局

“崇尚科学铸文明·引领文化亮青春”研究

生学术精英交流会
４月中下旬 校研会、南航研会等

“科技世博，引领未来”研究生迎世博系列科

普活动
４月－６月 校研会、各研分会

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动力类研究生学术论坛 ５月至６月 校研会、能动研分会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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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内 容 时 间 主办或承办单位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文化

江苏大学研究生“外文周末影苑”系列活动 ４月－６月 校研会、外语学院研分

会、江大口语协会

“健康生活、品位自然”国际葡萄酒文化系列

活动
４月中旬 校研会

“关爱女生、服务女生、展示女生”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研究生“丽人行”系列活动 ４月－６月 校研会

“我型我秀”２０１０研究生主持人比赛 ５月 校研会

１３

１４

生活

“快乐生活、环保世博”第四届研究生摄影大

赛系列活动
４月－６月 校研会

研究生金融理财知识系列讲座 ４月中旬 校研会

１５

１６
社区

三八妇女节首届研究生包饺子比赛 ３月８日 校研会、校饮服中心

“我爱我家，共建和谐家园”寝室文化建设系

列活动
４月－６月 研工部、校研会

１７

１８

１９

社团

江苏大学研究生英文风采大赛 ４月－５月 校研会、外语学院研分

会、江大口语协会

“提倡心理咨询，促进精神健康”２０１０年研究
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交流活动

５月２５日 校研会、研究生心理

协会

“缤纷社团、多彩校园”研究生社团风采展 ５月－６月 校研会

２０

２１
体育

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研究生篮球联赛 ４月－６月 研工部、校研会

江苏大学研究生体育俱乐部系列活动 ６月底 研工部、校研会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讲坛”校级系列活动

序号 主讲人 主讲人简介 主讲题目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承办单位

１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学术人生转型：从

研究生到学者
４月６日 研究生报告厅 教师教育学院

２ 施海峰

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所（ＮＩＨ）访问
学者

从实验台上的工作

到论文发表
４月１９日 研究生报告厅 生科院

３ 李萍萍
江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研究生创新教育 ４月 研究生报告厅 生机院

４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研究生教育与英语

学习
５月 研究生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５ 顾寄南
校制造业信息化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

题和科研方法漫谈
５月 研究生报告厅 机械学院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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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讲人 主讲人简介 主讲题目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承办单位

６ 张炳生 教授、硕士生导师 世博会与人文精神 ５月 研究生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７ 董德福
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

生导师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

化的身份识别
５月 研究生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８ 董 英 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

研究生
５月 研究生报告厅 食品学院

９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道德 ６月 研究生报告厅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０ 梅 强
工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

环境分析与完善

对策

６月 研究生报告厅 工商学院

１１ 刘国海
电气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博士生导师

自动化与人类社会

进步
６月 研究生报告厅 电气学院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

序号 主　题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１ 研究生发表论文心得交流会 ４月 研究生大楼５１９会
议室

校研会

２ “健康生活、品位自然”国际葡萄酒评鉴

沙龙
４月 艺术学院展厅 校研会

３ 研究生新老干部经验交流会 ４月 研究生大楼５１９会
议室

校研会

４ 研究生创业就业感悟研讨交流会 ５月 研究生大楼５１９会
议室

校研会

５ 研究生心理疏导交流会 ５月初 研究生社区心理咨

询中心
校研会

６ 关注两会，心系教育———暨两会、《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讨论会
３月２２日 三江楼１８０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７ 第三次论文研讨会（翻译方向） ３月２４日 外国语学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８ 科研立项交流会 ３月２７日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９ 科研立项交流会 ３月下旬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
会议室

汽车学院

１０ 先进成形技术学术沙龙 ３月下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１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论文之路 ３月３０日 理学院１１８ 理学院

１２ “关心时政，畅想明天，促我成长，为过争

光”———学习贯彻２０１０年两会精神 ３月 机械学院会议室

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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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　题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１３ 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讨论 ４月１０日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１４ “１＋２”学术交流（一） ４月上旬 人文学院会议室 人文学院

１５ 漫谈电化学新发展交流会 ４月上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６ “丰田召回事件”主题讨论会：从“召回门”

中得到的管理启示
４月上旬 三 江 楼 １５２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１７ 研究生论文经验交流会 ４月上旬 艺术学院资料室 艺术学院

１８ 撰写小论文经验交流会 ４月上旬 电气楼４１５ 电气学院

１９ 优秀研究生学习经验交流会 ４月上旬 主楼１０６ 外国语学院

２０ 高性能合金、材料及金属功能材料学术

沙龙
４月上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２１ 假钞祸害大，显形靠大家 ４月１７日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２２ 谈谈现代大学生必备的的礼仪主题交流会 ４月１８日 研究生报告厅 生科院

２３ 考证未来，绚烂缤纷———条条大路通罗马 ４月２０日 理学院１１８ 理学院

２４ “足不出户，游遍大江南北”：话说家乡 ４月中旬 三 江 楼 １５０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２５ 第四次论文研讨会（二语习得方向） ４月中旬 外国语学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２６ 从“研究”到“好的研究” ４月中旬 医技楼１１０ 基医技学院

２７ “关注时事，享受生活”师生互动 ４月中旬 人文学院会议室 人文学院

２８ 畅谈中医养生 ４月中旬 药学院 药学院

２９ ２０１０学习规划交流讨论会 ４月中旬 电气楼４１５ 电气学院

３０ 关于植物蛋白的研究 ４月中旬 食品学院２０４ 食品学院

３１ 医学学术研究交流会 ４月中旬 多媒体教室 临床医学院

３２ 科技赛事经验交流会 ４月中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中心
会议室

能动学院

３３ 软件开发与编程语言的应用交流 ４月下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３４ 汽车与安全交流会 ４月下旬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
会议室

汽车学院

３５ 焦点访谈———与资深教授专家面对面 ４月下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中心
会议室

能动学院

３６ 学术课题交流座谈会 ４月下旬 农测楼１０１室 生机院

３７ 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就业篇 ４月下旬 图书馆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３８ “ｈｐ质量门”主题研讨会：在中国如何进行
质量管理

４月下旬 三 江 楼 １５０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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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　题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３９ 以研带本，考研学习经验交流会 ４月下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４０ 实验室间项目经验交流会 ４月下旬 电气楼４１５ 电气学院

４１ “机械材料相聚在一起”———两院学术交

流会
４月 机 械 学 院 会 议

室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４２ 关于研究生做实验科研方面的一些好习惯

主题经验交流会
４月２５日 生科院６０４室 生科院

４３ 低碳生活，环保与发展并行 ４月２６日 主楼２３０８ 环境学院

４４ “富”人是如何炼成的？ ５月８日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４５ 外教座谈交流会 ５月上旬 主Ａ楼２０１ 外国语学院

４６ ２０１２离我们还有多远———生活中的节能
减排研讨会

５月上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中心
会议室

能动学院

４７ 管理办公技能交流讨论会 ５月上旬 三 江 楼 １５０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４８ 生活中的有机化学交流会 ５月上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４９ 硕博学术经验交流会 ５月上旬 科技馆第一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５０ 材料机械两院学术知识交流会 ５月上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５１ 就业与择业交流会 ５月上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５２ “研本共建”考研经验交流会 ５月上旬 医学院２１０７室 临床医学院

５３ 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考研篇 ５月上旬 图书馆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５４ 扮靓我家之宿舍一景展览 ５月中旬 三 江 楼 １５０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５５ 关于各种菌类的发酵培育的探讨 ５月中旬 食品学院２０４ 食品学院

５６ 第六届“现代泵设计、喷灌技术及数值模

拟”流体机械学术沙龙
５月中旬 科技馆第三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５７ 研究生论文写作交流会 ５月中旬 农测楼１０１室 生机院

５８ “读书与研究”———学习经验交流会 ５月中旬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
会议室

汽车学院

５９ 实验技术经验交流会 ５月中旬 医技楼１１０ 基医技学院

６０ 就业———创业交流会 ５月中旬 药学院 药学院

６１ 养生之道：莫让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 ５月中旬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６２ 医师执照考证交流会 ５月１５日 多媒体教室 临床医学院

６３ 研本携手，挑战明天 ５月下旬 研究生楼 财经学院

６４ 我的发明，我的专利，我的爱———经验交

流会
５月２２日 机械学院会议室

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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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　题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６５ 搭建研究生未来事业的人脉基础交流会 ５月下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６６ “１＋２”学术交流（二） ５月下旬 人文学院会议室 人文学院

６７ 工商研究生学术、就业互动会 ５月下旬 三 江 楼 １５０１报
告厅

工商学院

６８ 探密优秀泵业外企成功之路 ５月下旬 流体中心会议室 流体中心

６９ 高分子在化学领域中的应用座谈会 ５月底 化工楼报告厅 化学化工学院

７０ 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综合篇 ５月 图书馆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７１ 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开发 ５月２１日 主楼２３０８ 环境学院

７２ 关于食品营养问题的各抒己见大讨论 ６月初 食品学院２０４ 食品学院

７３ 研究生干部经验交流会 ６月上旬 电气楼４１５ 电气学院

７４ 论文撰写与投稿研讨会 ６月上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７５ 研究生文献信息检索交流会 ６月中旬 汽车学院大楼３１１
会议室

汽车学院

７６ 医学论文的写作 ６月中旬 医技楼１１０ 基医技学院

７７ 高等教育学学术讨论 ６月下旬 三江楼１８０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７８ 我的论文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交

流会之二
６月２２日 理学院１１８ 理学院

特 色 沙 龙

７９ 倡导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 １０月下旬 研究生楼１１１ 校研会

８０ 畅谈中医养生 １１月上旬 药学院１１０１室 校研会、药学院

８１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交流会 １１月１７日 江苏大学图书馆
校研会、科技

信息研究所

８２ 生财有道 １１月下旬 研究生楼１１１ 校研会、财经学院

８３ 爱的沟通、心的交流 １２月上旬 研究生楼 校研会

８４ 研究生的道德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１２月中旬 研究生楼１１１ 校研会、教师

教育学院

８５ 走进艺术 １２月中下旬 艺术学院 校研会、艺术学院

各学院沙龙

１ 高年级学习总结交流 ９月１４日 电气楼３０６ 电气学院

２ 研究生论文研讨会 ９月２５日 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３ 机械工程学术信息、文献检索与利用 ９月下旬 院会议室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４ 心理健康教育及职业规划交流 ９月下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５ 日常生活中如何节能减排？ １０月上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 能动学院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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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新老研究生学习经验交流 １０月１３日 院１１８报告厅 理学院

７ “阅读改变命运，知识造就人才”主题读书

活动
１０月上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８ 读研的意义及研究生需要培养的品格 １０月上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９ 新老生经验交流 １０月中旬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

１０ 学习经验交流 １０月中旬 食品学院２０４ 食品学院

１１ 新老生交流会之研究生学业生涯规划 １０月中旬 三江楼１８０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２ 畅所欲言———学习经验交流 １０月中旬 农测楼１０１ 农工院

１３ 江苏大学第二届ＣＡＤ技能大赛经验交流 １０月中旬 计算机学院机房流

体中心会议室

流体中心、

机械学院

１４ 备战学位英语交流 １０月２１日 理学院１１８室 理学院

１５ 留学之路———英美文化影视赏析 １０月中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１６ 立足江大、规划人生 １０月中旬 院会议室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１７ 畅谈科研经验 １０月中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工学院

１８ 人生·学术·修养 １０月中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１９ Ｆ１方程式赛车交流 １０月中下旬 汽车学院大楼５０４ 汽车学院

２０ 科技论文经验交流 １０月中下旬 院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２１ 心理学·艺术创作学术交流 １０月下旬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

２２ 研究生论文研讨会（翻译方向） １０月下旬 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２３ 高质量ＰＰＴ技术制作讨论 １０月下旬 生科院６０４ 生科院

２４ 学术论文写作交流 １０月下旬 农测楼１０１ 农工院

２５ 发动机新技术讨论 １０月下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 流体中心

２６ 关于“师兄师姐”交流会 １０月下旬 院２１０７ 临床医学院

２７ “形象设计与社交礼仪”交流会 １０月下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２８ 研究生阶段学习规划 １０月下旬 主楼３１１ 环境学院

２９ 学术生涯，我谋之 １０月下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３０ 求职礼仪与面试技巧交流 １０月下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３１ 领航就业·把握先机 １０月下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３２ 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思维 １０月下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３３ 论文选题、撰写研讨会 １１月上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３４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交流会 １１月上旬 生科院６０４ 生科院

３５ “文科研究生的读书与成长”系列研讨会 １１月上旬 院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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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如何利用“信息检索技术”查找科技论文

经验交流会
１１月上旬 农测楼１０１ 农工院

３７ 新能源在未来交通中的应用探讨 １１月 能动学院４１５ 能动学院

３８ 中国品牌如何才能成为世界名牌 １１月上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３９ 研究生开题经验师生交流 １１月上旬 院会议室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４０ 让“大学像大学”学术研讨会 １１月上旬 三江楼１８０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４１ “安全实验，快乐科研”研讨会 １１月上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工学院

４２ 学术成果交流会 １１月上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４３ 会计类考证经验交流 １１月上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４４ 学术规范与学术诚信交流 １１月上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４５ 实验室日常小技巧的心得体会 １１月中旬 院１１４室 医技学院

４６ 野外采集 １１月中旬 地点待定 药学院

４７ 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 １１月中旬 院２０４室 食品学院

４８ 畅谈人际交往 １１月中旬 理学院１１８ 教师教育、理学院

４９ 新老生学习生活经验交流 １１月中旬 电气楼４１５ 电气学院

５０ ＳＣＩ文章的写作经验交流 １１月中旬 生科院６０４ 生科院

５１ 和谐校园的建设交流 １１月中旬 院报告厅 人文学院

５２ 汽车知识交流会（一）———ＡＮＳＹＳ在汽车
壳体中的应用

１１月中旬 院５０４教室 汽车学院

５３ 汽车知识交流会（二）———如果提高电动

汽车的续驶里程
１１月中旬 院５０４教室 汽车学院

５４ 水泵设计技术论坛 １１月中旬 中心大会议室 流体中心

５５ 我看医疗改革 １１月中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５６ 新老生见面会暨学习经验交流 １１月中旬 主Ａ楼４０３ 环境学院

５７ “英语与科研”———经验交流 １１月中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工学院

５８ 国之“学道”，我畅言 １１月中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５９ 以“道”会友 １１月中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６０ 研究生论文研讨会（语言学方向） １１月下旬 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６１ 在交流中碰撞思想之“漫谈研究生生活”

研讨会
１１月下旬 农测楼１０１ 农工院

６２ 关于影像诊断学术交流 １１月下旬 院２１０７ 临床医学院

６３ 论文写作与发表指导交流 １１月下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６４ “助科研，促发展”经验交流 １１月下旬 化工楼报告厅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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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财经世界，由我分析 １１月下旬 院会议厅 财经学院

６６ 以研带本，考研学习经验交流 １１月下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６７ 计算机应用新技术研讨 １２月上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６８ 论文撰写与科研经验大家谈 １２月上旬 院１１４室 医技学院

６９ 交通安全普法宣传交流 １２月４日 院一楼大厅 汽车学院

７０ 非常规泵的应用探讨 １２月上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 能动学院

７１ 第六届“现代泵设计、喷灌技术及数值模

拟”流体机械学术沙龙
１２月上旬 科技馆第一报告厅 流体中心

７２ 论文的看，想，写，改探讨会（１） １２月９日 理学院１１８ 理学院

７３ “转型是一场革命”———谈中小企业发展 １２月上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７４ 思路决定出路，我的未来我做主 １２月上旬 院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７５ 环境科学技术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展望 １２月 三江楼７０１ 环境学院

７６ 研会工作交流 １２月上旬 材料楼３１４ 材料学院

７７ 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考研篇 １２月１５日 江苏大学图书馆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７８ 就业、创业交流 １２月中旬 院１１０１室 药学院

７９ 关于无损检测技术的研究与讨论 １２月中旬 院２０４室 食品学院

８０ “学术造假门”的启示暨学术诚信宣誓会 １２月中旬 三江楼１５０１ 工商学院

８１ 科研经验交流 １２月中旬 院Ａ４０７ 机械学院

８２ 走进圣诞节 １２月下旬 院资料室 外国语学院

８３ 生物质能源应用前景探讨 １２月下旬 能动学院４１５ 能动学院

８４ 临床外科典型病例研讨会 １２月下旬 院２１０７ 临床医学院

８５ 研究生课余生活交流会 １２月下旬 计算机楼２０８ 计算机学院

８６ 心理交流活动 １月８日 江苏大学图书馆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８７ 硕博学术经验交流 １月中旬 中心大会议室 流体中心

改革与创新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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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Ｘ１０Ｂ＿０５４Ｒ 基于精益物流的单件离散型生产作业排程优化建模 杨晓英

２ ＣＸ１０Ｂ＿０５５Ｒ 基于生命价值理论的中小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模式研究 王　艳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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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ＣＸ１０Ｂ＿０５６Ｒ 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进程监测与控制研究 吴继英

４ ＣＸ１０Ｂ＿０５７Ｒ 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张　瑾

５ ＣＸ１０Ｂ＿２５６Ｚ 精确复制生物模板合成微纳米孔氧化铈材料并研究其性能 陈　丰

６ ＣＸ１０Ｂ＿２５７Ｚ 软－硬磁铁氧体复合纳米纤维的制备、结构及电磁特性 宋福展

７ ＣＸ１０Ｂ＿２５８Ｚ 高效薄膜太阳能电池纳米绒面ＴＣ·膜的设计与制备 张　伟

８ ＣＸ１０Ｂ＿２５９Ｚ 层状绢云母表面无机纳米膜构筑 与光学性能研究 任　敏

９ ＣＸ１０Ｂ＿２５０Ｚ 超高应变率下激光热力复合再制造技术基础研究 罗开玉

１０ ＣＸ１０Ｂ＿２５１Ｚ 高氢稀释比条件下氢化纳米硅薄膜光学力学特性研究 郭立强

１１ ＣＸ１０Ｂ＿２５２Ｚ 电子封装界面的跨尺度建模与关键热力学行为研究 张立强

１２ ＣＸ１０Ｂ＿２４９Ｚ 工程结构的超声导波健康状态监测系统研制 魏　勤

１３ ＣＸ１０Ｂ＿２７２Ｚ 基于能源供需演生模型的复杂网络同步性研究 杜瑞瑾

１４ ＣＸ１０Ｂ＿２５３Ｚ 基于多智能体理论和ＦｌｅｘＲａｙ总线的车辆底盘系统研究 黄　晨

１５ ＣＸ１０Ｂ＿２５４Ｚ 汽车摩擦制动与电磁制动集成控制技术研究 刘存香

１６ ＣＸ１０Ｂ＿２５５Ｚ 路面不平度非线性传递机理与试验场汽车可靠性研究 刘永臣

１７ ＣＸ１０Ｂ＿２６９Ｚ 带有优先级的空气悬架系统集成控制的研究 李　美

１８ ＣＸ１０Ｂ＿２６２Ｚ 基于流固耦合的离心泵三维非定常湍流诱导振动特性研究 裴　吉

１９ ＣＸ１０Ｂ＿２６３Ｚ 低比转数离心泵驼峰现象的不稳定流动机理研究 董　亮

２０ ＣＸ１０Ｂ＿２６４Ｚ 污水处理搅拌机优化设计及可靠性研究 田　飞

２１ ＣＸ１０Ｂ＿２６１Ｚ 生物柴油醛酮、芳香烃类污染物的形成机理和控制 许广举

２２ ＣＸ１０Ｂ＿２６０Ｚ 氮化镓Ｍ·ＣＶＤ生长过程中气相反应路径与反应器几何参数
的关系研究

于海群

２３ ＣＸ１０Ｂ＿２６７Ｚ 光伏并网发电及无功补偿的一体化控制研究 蔡纪鹤

２４ ＣＸ１０Ｂ＿２６８Ｚ 无轴承异步电机的自适应逆解耦控制研究 王正齐

２５ ＣＸ１０Ｂ＿２７０Ｚ 无轴承高速电机直驱主轴系统关键基础技术研究 孙晓东

２６ ＣＸ１０Ｂ＿２７１Ｚ 车辆电控空气悬架混合系统的建模及其控制研究 殷春芳

２７ ＣＸ１０Ｂ＿２７３Ｚ 三维模型鲁棒数字水印算法研究 王新宇

２８ ＣＸ１０Ｂ＿２７４Ｚ 基于非参数正交多项式混合模型的图像分割技术研究 刘　哲

２９ ＣＸ１０Ｂ＿２７７Ｚ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设施栽培作物营养状况诊断研究 石吉勇

３０ ＣＸ１０Ｂ＿２７８Ｚ 家蚕抗核型多角体病毒杂种优势蛋白质组学研究 覃吕高

３１ ＣＸ１０Ｂ＿２７９Ｚ 蛋白酶的扫频超声场激活机理研究 任晓锋

３２ ＣＸ１０Ｂ＿２７５Ｚ 碳纳米管负载型光催化剂的设计及其降解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

研究
尹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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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ＣＸ１０Ｂ＿２７６Ｚ 硅基材料自组装表面印迹聚合物分离／富集酚类环境激素 潘建明

３４ ＣＸ１０Ｂ＿２６５Ｚ 纳米Ａｇ／掺氟羟基磷灰石催化剂的可控制备及催化活性研究 姜德立

３５ ＣＸ１０Ｂ＿２６６Ｚ 含氮配体与羧酸的配合物的水热合成、表征、结构和性质研究 黄艳菊

３６ ＣＸ１０Ｂ＿２８０Ｚ 幽门螺杆菌 ＣａｇＵ和 ＣａｇＧ在 ＩＶ型分泌系统识别转运 ＣａｇＡ过
程中的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

王晓春

３７ ＣＸ１０Ｂ＿２８１Ｚ ＢＭＰ７基因修饰脐带间质干细胞对急性肾损伤的修复及机制
研究

张　徐

３８ ＣＸ１０Ｂ＿２８２Ｚ 弓形虫迟发型死亡顶质体蛋白转运机制研究 吴　亮

３９ ＣＸ１０Ｂ＿２８３Ｚ 正常小鼠人肿瘤细胞荷瘤模型的建立及其免疫耐受机制研究 成　静

４０ ＣＸ１０Ｂ＿２８４Ｚ 积雪草酸抗ＡＤ样损伤的线粒体机制研究 丁红群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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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Ｘ１０Ｂ＿００１Ｘ 多元复合膜涂层设备及技术的研究 陈甥怡

２ ＣＸ１０Ｂ＿００２Ｘ 氯盐与冻融侵蚀环境下预应力结构钢筋锈蚀性能研究 陈　妤

３ ＣＸ１０Ｂ＿００３Ｘ 蜂窝移动通信中的排队模型研究 周宗好

４ ＣＸ１０Ｂ＿００４Ｘ 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能量转换机理与设计方法 张　翔

５ ＣＸ１０Ｂ＿００５Ｘ 小油桐油料在柴油机应用中的试验及燃烧模拟 王子玉

６ ＣＸ１０Ｂ＿００６Ｘ 电子病历发布的隐私保护技术研究 兰丽辉

７ ＣＸ１０Ｂ＿００７Ｘ 水飞蓟籽仁的综合利用技术及酶解物抗氧化机理研究 朱淑云

８ ＣＸ１０Ｂ＿００８Ｘ 醋糟有机基质栽培黄瓜中的养分运移规律及优化管理模式研究 赵青松

９ ＣＸ１０Ｂ＿００９Ｘ 肠巨噬细胞ＴＲＥＭ１对ＳＡＰ时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 党胜春

１０ ＣＸ１０Ｂ＿０１０Ｘ 具有拓扑结构表面的基底材料与神经细胞的作用机制 徐　琳

１１ ＣＸ１０Ｂ＿０１１Ｘ 基于形状混合的产品创新设计与评价方法研究 李明珠

１２ ＣＸ１０Ｂ＿０１２Ｘ 高压液体能量回收用泵反转式透平的研究 杨孙圣

１３ ＣＸ１０Ｂ＿０１３Ｘ 射流元件切换控制及运转频率的研究 王　超

１４ ＣＸ１０Ｂ＿０１４Ｘ 基于支持向量机逆的多相容错多电机系统 张　多

１５ ＣＸ１０Ｂ＿０１５Ｘ 移动传感器网络中支持Ｑ·Ｓ的数据发布协议研究 林　琳

１６ ＣＸ１０Ｂ＿０１６Ｘ 基于海量信息存储的数据挖掘关键技术研究 申　彦

１７ ＣＸ１０Ｂ＿０１７Ｘ 基于和谐管理的粮食安全和谐成本理论与实证研究 魏晓卓

１８ ＣＸ１０Ｂ＿０１８Ｘ 国有企业负责人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束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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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１９ ＣＸ１０Ｂ＿０１９Ｘ 新型有机铬配合物的合成、降血糖活性及作用机制研究 李　芳

２０ ＣＸ１０Ｂ＿０２０Ｘ 基于电子舌技术的绿茶滋味感官智能审评研究 吴瑞梅

２１ ＣＸ１０Ｂ＿０２１Ｘ 受高强度脉冲磁场处理微生物细胞钙离子跨膜行为研究 钱静亚

２２ ＣＸ１０Ｂ＿０２２Ｘ 比较蛋白质组学分析生防菌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ｐｌｙｍｕｔｈｉｃａ中群体感应系统
的功能

李　军

２３ ＣＸ１０Ｂ＿０２３Ｘ 外源性羟基自由基灭活医院废水中致病性耐药菌的研究 徐秀泉

２４ ＣＸ１０Ｂ＿０２４Ｘ 纳米胶束载体法构建生物降解空心纳米粒的研究 朱　源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序号 项目号 课题名称 课程负责人

１ ３５ 研究生课程英语 任晓霏

２ ３６ 人工智能原理 赵跃华

３ ３７ 病原生物学诊断技术 邵世和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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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１ ＪＧＫＴ１０＿０３１ 工科博士研究生工程能力培养 赵杰文

２ ＪＧＫＴ１０＿０３２ 构建管理类硕士研究生科研训练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马志强

３ ＪＧＫＴ１０＿０３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类专业粘性流体力学课程教学探讨 闻建龙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优秀基地

序号 项目负责人 优秀基地名称

１ 程晓农 江苏大学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２ 张永康、冯爱新 江苏大学江苏联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３ 施卫东 江苏大学南京蓝深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名单

论坛名称 负责人

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 马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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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１ 地方高校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长效机制建立困难的成因

分析与对策研究
赵不贿

２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２ 基于语义韵的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教学 任晓霏

３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３ 人文学科硕士研究生研究性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王长乐

４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４ 高校学术型研究生创新教育质量评价研究 苏益南

５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５ 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催化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探索
姜廷顺

６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６ 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王　强

７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７ 《动力系统基础》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 吴玉海

８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８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硕士型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王军锋

９ ＪＧＫＴ１０＿Ｘ０９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

研究
吴　莺

（撰稿人：周正嵩　审稿人：邹小波）

留学生教育

综述

【概述】　２０１０年是学校实践科学发展观、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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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官之年。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在校党委和

行政的领导下，认真、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重要论述摘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江苏省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政治理论学习资料汇编》等文
献，围绕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年度工作总

任务和学院的年度工作目标，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工作、学习和实践活动，从学校的国际

化理念提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举措

等方面进行研讨、分析和整改，加强制度建

设，规范办事程序。初步形成了适合我校校

情的“多渠道招生、多元化投入、多层次培养

人才”的留学生教育发展模式。２０１０年，新
增汉语授课生１人，ＭＢＢＳ１４人，国际贸易
３人；留学研究生１０人（其中博士生７人）；
汉语语言生９人次，短期游学项目７０人次。
首批２１名临床医学ＭＢＢＳ外国留学本科生
（２００５级）顺利毕业。
【招生工作】　新增留学中国招生宣传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ｃ／ｈｏｍ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
ｎａ／ｕｓｅｒ／ｕｊｓ／）；重新修订招生宣传册材料；
设计了结合镇江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系列游

学项目”（中英文）；制作招生宣传小礼品 －
－江苏大学书签；申报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来
华留学生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招生预

报表；生源国拓展了安哥拉，总数增加至

１６个。
【专业设置】　外国留学生成建制招生专业
已拓展到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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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插班外国留学生招生拓展到国际贸易

等专业；博士、硕士留学研究生的招生进一

步拓展到了临床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管

理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与工程等多个学科，增招了临床检验博士生

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硕士生，新增 ＭＢＡ
专业。

【教学工作】　重视外国留学生教学质量，
在教学工作中坚持首次授课教师试讲制；在

校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打造外国留学生授

课教师的培养平台，选拔临床医学 ＭＢＢＳ教
师３人，工商管理教师１人赴境外培训。
【参与活动】　与国际处一起召开了学校首
次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会上袁校长作了《加

快国际化工作步伐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的工作报告，简要回顾了我校国际化工作历

程，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

了今后一段时期我校国际化工作的总体要

求、目标任务和主要举措。会议既是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的动员会，更是扩大开放、推动

发展的部署会。会上出台了《江苏大学关于

推进国际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改革与创新】　１．遵循教育部颁发的“留
学中国计划”分析市场，明确主要招生目标

国。通过出国招生宣传、网络、平面媒体（制

作宣传活页）、会议交流（国际教育年会等）

及各国中介等不同渠道，拓展招生宣传渠

道，招收不同学科（理、工、农、医、文兼具）、

不同层次（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生及短期培

训项目）的留学生，进一步向欧美等发达国

家推出有镇江历史文化特色的游学项目，扩

大留学生招生规模。语言生招生：在依靠网

络、宣传资料、中介广泛宣传江苏大学的基

础上，通过孔子学院，大力推荐江苏大学各

类长短期语言培训项目。鼓励语言生转为

学历生在我校学习，优先考虑校长奖学金，

给予第一年学习优异者第二年减免部分学

费的奖励；创造并抢抓机遇：游学项目与语

言生招募结合；合作办学洽谈与留学生招募

结合；学校出访、来访工作与留学生招生宣

传结合；利用江苏大学校友会、镇江市友好

城市、华商总会等资源，广泛宣传江苏大学，

开拓新生源国。开发外教、留学生招生宣传

资源，让爱上江苏大学的外籍人员都加入宣

传大军。２．加强留学生教学管理，提高教
学质量（１）走访相关学院，听取教师和留学
生的意见，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学习获得国

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的天津医科大学的教学

经验；（２）加大口语培训和教师派出进修的
力度，尽快培养师资力量，寻求留学生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３）邀请校外著名教授开
展学术讲座，提高教学质量，拓宽留学生的

视野。鼓励 ＭＢＢＳ留学生每年组织学术研
讨（Ｓｅｍｉｎａｒ）活动，通过与教授、医生们的讨
论，激发留学生们主动学习的热情。３．规范
研究生培养，提高留学生层次。为拓展和规

范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保证

我校留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国家关于

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关文件

精神，与研究生处密切配合，制订与完善机

械学院、电气学院、食品学院、工商学院、材

料学院、环境学院、理学院、计算机学院、能

动学院、汽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基础医学

与医学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和药学院、流

体中心、农业工程研究院及等《江苏大学留

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英文授课专业）的教

学计划，规范培养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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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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