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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３年教务处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
核心，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动力，加强专业内

涵建设，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师教学

水平，充分调动教师教学精力投入的积极

性，注重教学成果凝练与特色创建，在国家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国家资源共享课、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及省级教学成

果奖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创新教学管理】　１．全面修订《江苏大学
教学奖励及绩效评价办法》，切实体现教学

工作与科研工作一视同仁，教学成果与科研

成果一视同仁，教学项目与科研项目一视同

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实现对本科教学

的倾斜。２．在全省高校率先实施对课程教
学质量的评价及对优秀课程教学质量的奖

励措施。出台《江苏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

评价及奖励办法（试行）》，通过在三个学院

和三门公共基础课实施试点，激发教师投入

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积极性，初步实

现优教优酬。３．率先举办“江苏大学首届
双语及全英语教学大赛”，为我校进一步推

进国际化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４．加强
对系（教研室）教研活动的引导和管理。首

次开展教研活动考核与评优工作，首次评出

１６个教研活动优秀系（室）。５．首次举办江
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周”。组织各

学院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特点，开展丰富多彩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激发广大学生自主

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６．成立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通过“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管理

体系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７．认真做好
外国留学生ＭＢＢＳ国家级教学评估。进一步
明确教学理念、明确教学目标、规范教学管

理、提升教学质量。专家反馈意见认为，我校

ＭＢＢＳ教学处在全国同类高校先进行列。
【打造优势特色】　１．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在教学

团队建设、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

改革，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建设工作持续

推进。组织完成了１３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类的年度考核工作。２．精品资源共享课建
设是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的组成部

分，旨在促进教育教学观念转变，引领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动高等学校优质课

程教学资源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共建共

享。２０１２年，“创业管理”“食品加工机械与
设备”两门课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３．在教育部公布的新一届（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中，
我校有８位教授入选，其中，校长袁寿其为
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４．进一步加强校外实践创新教育基地
的建设。“江苏大学———上汽南京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获批“国家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５．省级优秀
教学成果奖创历史新高。组织了２０１３年优
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共评选出６０项校
级优秀教学成果，推荐并获评２０１３年省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６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一
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创历史新高。６．狠
抓重点教材建设，《创业基础》（第 ２版）、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电路与电

子技术》（电工学Ⅰ）、《电工电子应用技术》
（电工学Ⅱ）、《无机化学》（第２版）、《现代
食品检测技术》（第２版）、《现代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耐久性》、《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

程》和《现代机械工程制图》８部教材获评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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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组织了教改项目的评审工作，共评选校级
教改项目７１项，８项被推荐并获批省级教改
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２项，一般项目 ６项。
８．组织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申报
工作，“管理与创业综合实验中心”及“流体

机械实践教育中心”获批成为建设点。９．组
织省级高等学校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遴选申

报工作，获评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多媒体教

学课件４项，其中一类２项，二类２项。
【推进卓越计划】　１．全面落实卓越计划推
进会精神。２０１３年，学校继续推进卓越计
划深层教学改革。一方面，进一步落实“江

苏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推进会”出

台的６个文件精神，明晰改革路径，丰富改
革内涵；另一方面，在４个试点专业成立卓
越计划专业教研室，启动４个卓越计划试点
专业培养计划修订，力争在建设卓越化课程

群、打造卓越班示范课、推进工程专业论证

等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２．企业培养方案
体现行业内涵。卓越学院首届学生进入

“３＋１”中的“１”———企业实习阶段。针对企
业实习过程有别于在校学习过程，教务处和

卓越学院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引导各卓越

计划专业教研室与企业共同制订学生企业培

养方案，目前３个首批卓越计划专业的学生
均进入企业实施最后一年的校企联合培养。

３．组建江苏省机械动力类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联盟。２０１３年９月，省教育厅和省经信
委授权江苏大学牵头，联合省内２５所高校和
５０余家行业骨干企业共同组建江苏省机械
动力类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联盟。为政、产、

学、研多方深度合作培养人才构建了一个良

性互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平台。袁

寿其校长成为联盟理事长，再一次表明我校机

械动力类卓越计划实施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深化招生改革】　１．作为６所省属自主选
拔录取试点高校之一，我校严格按照 “文化

有基础、学科有特长、发展有潜力”的选拔要

求，结合学校实际，修订自主选拔录取实施

方案，取消文化课考试，加大对考生特长及

平时成绩的考核。自主选拔录取考生 ３９
人，其中Ａ类考生１３人，Ｂ类考生１８人，Ｃ
类考生７人，Ｄ类１人。２．根据国家、地区
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招生与就业“双低”

的９个专业或方向进行停招，对部分“双
低”专业进行减计划招生。同时，根据教育

厅下达的招生计划以及各省的生源情况，对

招生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区域结构进行调

整，科学、合理地安排各省招生计划。３．今
年学校共完成招生８１６９人，其中艺术２４２
人，本一 ４４１１人，本二 １００５人，本三
２５１１人。在总体生源减少的情况下，我校
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较去年增加２１０人。

（撰稿人：吕　翔　核稿人：赵玉涛）

江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师范

标识
所属学院

１ ０８０２０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 ０８０４０４ 冶金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 ０８０４０５ 金属材料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４ ０８０４０６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５ ０８０４０７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６ ０８０４０８ 复合材料与工程 四年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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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师范

标识
所属学院

７ ０２０１０６Ｔ 能源经济 四年 经济学 财经学院

８ ０２０２０１Ｋ 财政学 四年 经济学 财经学院

９ ０２０３０１Ｋ 金融学 四年 经济学 财经学院

１０ ０２０３０３ 保险学 四年 经济学 财经学院

１１ ０２０４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经济学 财经学院

１２ ０７１２０１ 统计学 四年 理学 财经学院

１３ １２０２０３Ｋ 会计学 四年 管理学 财经学院

１４ １２０２０４ 财务管理 四年 管理学 财经学院

１５ ０８０６０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１６ ０８０７０１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１７ ０８０７１４Ｔ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１８ ０８０８０１ 自动化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１９ ０８２３０３ 农业电气化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２０ ０８２６０１ 生物医学工程 四年 工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２１ １２０１０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２ １２０２０１Ｋ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３ １２０２０２ 市场营销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４ １２０２０６ 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５ １２０４０１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６ １２０６０１ 物流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７ １２０７０１ 工业工程 四年 工学 管理学院

２８ １２０８０１ 电子商务 四年 管理学 管理学院

２９ ０７０３０１ 化学 四年 理学 Ｊ 化学化工学院

３０ ０７０３０２ 应用化学 四年 理学 化学化工学院

３１ ０８１３０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年 工学 化学化工学院

３２ ０８２５０２ 环境工程 四年 工学 环境学院

３３ ０８２５０５Ｔ 环保设备工程 四年 工学 环境学院

３４ ０８２９０１ 安全工程 四年 工学 环境学院

３５ ０８０２０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６ ０８０２０４ 机械电子工程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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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师范

标识
所属学院

３７ ０８０３０１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８ ０８０７０５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９ ０８１７０２ 包装工程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０ ０８２３０２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四年 工学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１ １００２０３ＴＫ 医学影像学 五年 医学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４２ １０１００１ 医学检验技术 四年 理学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４３ １０１００７ 卫生检验与检疫 四年 理学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４４ ０８０７０３ 通信工程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４５ ０８０９０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４６ ０８０９０２ 软件工程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４７ ０８０９０３ 网络工程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４８ ０８０９０４Ｋ 信息安全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４９ ０８０９０５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５０ ０４０１０１ 教育学 四年 教育学 Ｊ 教师教育学院

５１ ０４０１０４ 教育技术学 四年 教育学 Ｊ 教师教育学院

５２ ０７０１０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 Ｊ 理学院

５３ ０７０１０２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理学 理学院

５４ ０７０２０１ 物理学 四年 理学 Ｊ 理学院

５５ １００２０１Ｋ 临床医学 五年 医学 临床医学院

５６ １０１１０１ 护理学 四年 理学 临床医学院

５７ ０３０５０３ 思想政治教育 四年 法学 Ｊ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５８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四年 历史学 Ｊ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５９ ０８０５０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四年 工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６０ ０８０５０３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６１ ０８１００２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四年 工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６２ ０８０２０７ 车辆工程 四年 工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６３ ０８１８０１ 交通运输 四年 工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６４ ０８１８０２ 交通工程 四年 工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６５ ０７１００２ 生物技术 四年 理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６６ ０８２７０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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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师范

标识
所属学院

６７ ０８２７０２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四年 工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６８ ０８３００１ 生物工程 四年 工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６９ ０８１００１ 土木工程 四年 工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７０ １２０１０３ 工程管理 四年 工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７１ ０５０２０１ 英语 四年 文学 Ｊ 外国语学院

７２ ０５０２０７ 日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７３ ０３０１０１Ｋ 法学 四年 法学 文法学院

７４ ０５０１０１ 汉语言文学 四年 文学 Ｊ 文法学院

７５ ０５０１０３ 汉语国际教育 四年 文学 Ｊ 文法学院

７６ ０８１３０２ 制药工程 四年 工学 药学院

７７ １００７０１ 药学 四年 理学 药学院

７８ １００７０２ 药物制剂 四年 理学 药学院

７９ ０８０２０５ 工业设计 四年 工学 艺术学院

８０ １３０３１０ 动画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１ １３０４０１ 美术学 四年 艺术学 Ｊ 艺术学院

８２ １３０４０３ 雕塑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３ １３０５０２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４ １３０５０３ 环境设计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５ １３０５０４ 产品设计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６ １３０５０６ 公共艺术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８７ １３０５０８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注：１．专业代码栏中，专业代码后的“Ｔ”“Ｋ”分别表示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２．师范标识栏中，标注了“Ｊ”的表示师范、非师范两者兼有的专业，未注明者为非师范性质的专业。

江苏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时间

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７

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８

３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９

４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１０

５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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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０９４　　　

江苏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序号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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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创业管理 梅　强 ２０１３年

６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１３年

７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电路 陈晓平 ２０１３年

８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３年

江苏大学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序号 类别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创业人生 梅　强 ２０１２年

江苏大学省级品牌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４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５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７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８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江苏大学省级特色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１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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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批准时间 验收时间

４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５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７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８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９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１０３０３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０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１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１２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１３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类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４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江苏大学省级重点专业（类）

序号 专业类名称 专业类代码
包含专业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１ 机械类 ０８０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２０２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２０７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０８２３０２

２ 电气类 ０８０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农业电气化 ０８２３０３

３ 材料类 ０８０４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４０５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４０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４０４

４ 医学技术类 １０１０

医学检验技术 １０１００１

医学影像技术 １０１００３

卫生检验与检疫 １０１００７

５ 工商管理类 １２０２

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１Ｋ

会计学 １２０２０３Ｋ

市场营销 １２０２０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２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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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业类名称 专业类代码
包含专业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６ 数学类 ０７０１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０７０１０１

统计学 ０７１１０１

７ 计算机类 ０８０９

物联网工程 ０８０９０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９０１

信息安全 ０８０９０４ｋ

８ 能源动力类 ０８０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０３Ｔ

９ 仪器类 ０８０３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３０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７０５

１０ 自动化类 ０８０８
自动化 ０８０８０１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７０３

１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０８２５
环境工程 ０８２５０２

环保设备工程 ０８２５０５Ｔ

１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０８２７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２７０１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８２７０２

生物技术 ０７１００２

１３ 经济与贸易类 ０２０４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４０１

能源经济 ０２０１０６Ｔ

江苏大学省级精品（优秀）课程

序号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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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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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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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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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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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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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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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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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省级优秀课程群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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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出版社 公布时间

１ 材料科学研究办法 戴起勋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２ 金属材料学 戴起勋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３ 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备 司乃潮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４ 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玉涛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５ 电工学 朱伟兴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６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高国琴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７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８ 无机化学 谢吉民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９ 环保设备———原理·设计·应用 郑　铭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机械原理与设计 马履中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１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２ 可再生能源概论 左　然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３ 流体力学（第３版） 罗惕乾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４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第２版） 陈　斌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５ 食品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６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７ 医学沟通学 姜学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黄诒森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１９ 汽车工程学Ⅰ 高　翔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２０ 汽车工程学Ⅱ 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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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２２ 基础化学（第２版） 谢吉民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２３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技术（第２版） 王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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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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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 材 名 称 主编姓名 出版社 公布时间

２５ 数字电子技术（第２版） 成　立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２６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２版） 赵德安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２７ 医学化学 谢吉民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江苏大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出 版 社 公布时间

１ 食品机械加工与设备（第２版） 陈　斌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２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２版） 黄诒森　张光毅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３ 临床血液学与检验（第４版） 许文荣　王建中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４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２版） 赵德安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５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册） 马履中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６ 机械原理与设计（下册） 马履中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７ 流体力学（第３版） 罗惕乾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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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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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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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类别 公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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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版） 姜银方（第二主编） 立项建设教材 ２００９年

２４ 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玉涛　戴起勋　陈　刚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２５ 临床血液学与检验 许文荣　王建中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２６ 高等数学 田立新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２７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赵德安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２８ ＥＲＰ系统原理与实施及其案例分析 刘秋生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２９ 电路实验与仿真设计 陈晓平　李长杰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３０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立体化教材） 郑铁生　姜旭淦 精品教材 ２０１１年

３１ 创业基础 梅　强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２ 《电路与电子技术》（电工学Ⅰ）
《电工电子应用技术》（电工学Ⅱ）

朱伟兴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３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 马履中　谢　俊　尹小琴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４ 无机化学 谢吉民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５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６ 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刘荣桂　曹大富　陆春华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７ 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程 邵启祥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３８ 现代机械工程制图 戴立玲　袁　浩　黄　娟 省重点教材 ２０１３年

江苏大学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名称 级别 批准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国家级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 省级 ２００４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５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５年 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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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级别 批准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５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７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９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技术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９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０９年 已验收

江苏大学—一汽锡柴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２０１１年 待验收

医学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 ２０１１年 待验收

江苏大学—大全集团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２０１２年 待验收

流体机械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２０１３年 已获批

管理与创业综合实验中心 省级 ２０１３年 已获批

江苏大学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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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太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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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征亚新科活塞环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８ 镇江外贸局 １９９９

镇江天目湖啤酒公司 ２０００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南京雨润集团 ２００１ 江苏七七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镇江市中兴药业 ２００１ 镇江吉贝尔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２００１ 镇江市药品检验所 ２００１

江苏电信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１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市分行 ２００１

中铝洛铜 ２００１ 江苏双良集团 ２００１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２００１ 上海ＫＳＢ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中信重机厂 ２００１ 上海凯泉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句容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上海博格曼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扬中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高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扬中市新坝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省镇江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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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第五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大港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三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第四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小河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西夏墅中学 ２００１

溧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溧水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绿扬电子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市信用担保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贸易促进委员会 ２００２

江苏苏美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中外运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南泰对外经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索普集团 ２００２ 江苏太白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江奎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北京电影学院 ２００２

南京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云南丽江名族艺术文化村 ２００２

安徽宏村 ２００２ 浙江横店影视城 ２００２

江苏省丹阳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上海）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 ２００３

大丰市佳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微生物研究所 ２００３

镇江江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市医保局 ２００４ 江苏南自通华电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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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扬子石化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供电公司 ２００４ 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４

Ａｌｔｅｒａ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４

镇江森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苏福马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锚链厂 ２００５ 镇江液压件厂 ２００５

大全集团 ２００５ 江苏领先电子 ２００５

江大原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南京白象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德宝仕（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省丹徒粮食储备库 ２００５

镇江市瑞琪机械进出口 ２００５ 镇江诚信公司 ２００５

皓天日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华呈服饰公司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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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镇江至诚物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泰昌公司 ２００５

南京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５

海安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海安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中房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名和集团 ２００５ 无锡锅炉厂 ２００５

无锡太湖锅炉厂 ２００５ 华晨路面机械厂 ２００５

河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大亚轮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南汽集团 ２００５ 丹阳飞达集团 ２００５

鼎胜铝业集团 ２００５ 镇江华东泰克西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铜峰中学 ２００５ 华罗庚中学 ２００５

常州常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江苏沙钢集团 ２００６

中国人保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用友软件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６

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铁道部南车集团长江车辆公司常州分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洋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领先电子集团 ２００６

平安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人寿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天安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中银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泰康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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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金丹阳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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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润国际贸易 ２００６ 胜利电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信诺化工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飞宇车业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贝思克仪器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大华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信美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耀华洁具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艺高儿童公司 ２００６ 亿利达服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上越汽车部件 ２００６ 镇江景和建筑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丹工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达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通用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杰可机电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粮油质量检验所 ２００６ 镇江恒顺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京口瑞京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联创水产科技示范园、

中华鲟繁育基地
２００６

丹阳市正大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扬州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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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太阳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丹绿米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６

凯迩必机械工业（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分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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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东纸业 ２００６ 苏州金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振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２００６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省金象减速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曙光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通达光缆厂 ２００６ 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实验室、核能实验室 ２００６ 无锡恒立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阴精亚集团 ２００６ 鱼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元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吴江市神州双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雅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高露洁（扬州分公司） ２００７

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廷冉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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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艽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宜兴金茂面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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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远望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爱黎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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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智诚工程经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南京炼油厂 ２００７ 无锡柴油机厂 ２００７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２００７ 无锡威孚柴油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鼓风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武进晶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西省玉风瓷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南京大地水射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中容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河南焦作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常州新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扬中绿杨电子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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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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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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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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丹化学公司 ２００８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检察院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镇江船用柴油机厂 ２００８ 无锡华光工业锅炉厂 ２００８

镇江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８ 镇江电站辅机厂 ２００８

无锡锡能集团 ２００８ 镇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市江滨医院 ２００８

常州市冠音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安阳漫天雪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重啤集团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京建策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２００９ 江苏省高康冻干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通秋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五洲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牧羊集团 ２００９

镇江白水化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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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京口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丹徒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镇江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镇江新区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谏壁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９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富威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２００９ 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通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市景华裕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苏州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鹏飞建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安信证券镇江营业部 ２０１０ 南京金智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南京工业大学工大瑞普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大全集团南京工业园区 ２０１０

健力宝（镇江）饮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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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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爱迪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丹阳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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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２０１０

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２０１０ 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０

镇江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２０１０ 镇江道格拉斯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２０１０ 江苏乾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国际学校 ２０１０ 淮安市对外贸易经济公司 ２０１０

苏州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中心 ２０１０ 常熟建工建设集团 ２０１０

苏州人才交流中心 ２０１０ 常熟人才交流中心 ２０１０

苏州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２０１０ 镇江市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南京威孚集团 ２０１０

正壹能源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共昌轧辊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汇天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镇江市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吉利汽车研究院 ２０１１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江阴市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上海重型机械厂 ２０１１

青年汽车集团 ２０１１ 淮安市人才培训中心 ２０１１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１ 常州江苏常发公司 ２０１１

镇江市政府 ２０１１ 常州市政府 ２０１１

镇江对外贸易局 ２０１１ 金坛市政府 ２０１１

上海压缩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中国葛洲坝水力发电厂 ２０１１

中国三峡水力发电厂 ２０１１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２０１２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２０１２

南京市高淳县湖滨高级中学 ２０１２ 镇江市水业总公司 ２０１２

无锡运通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市润宇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德盛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龙脑豆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飞驰机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恩坦华汽车零部件（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南京市溧水区第三中学 ２０１３ 东龙日联（丹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扬中市大庆禽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苏州市京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海鸥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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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序号 学院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

师姓名
奖项

１ 机械工程学院 陈　泷 复杂汽车覆盖件高效精密成形的冲压综合工

艺研究及应用
陈　炜 一等奖

２ 管理学院 陈雨峰
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安全行为研

究———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梅　强 一等奖

３ 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
张加鹏

基于物联网的数字身份认证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现
王良民 二等奖

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
白　娟 苦瓜冻干超微粉调节肥胖大鼠肠道菌群结构

的研究
董　英 二等奖

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郭根苗

天然气／柴油双燃料一体化喷射系统喷雾燃烧
过程数值模拟

何志霞

邵　霞 二等奖

６ 财经学院 施佳烨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系统动态仿

真模型分析
陈海波 二等奖

７ 文法学院 张　敏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虚词兼类研究 王　勇 三等奖

８ 理学院 刘敏献 带弱奇性核Ｖｏｌｔｅｒｒａ积分方程的数值计算 王林君 三等奖

９ 艺术学院 缪怡 居住区公共交往空间的设计研究
霍　臖
承　恺 三等奖

１０ 外国语学院 王君寒
柯勒律治会话诗歌中阐释增量的语用功

能———以《古舟子咏》为例

毛卫强

苏建红
三等奖

１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钟　涛 纳米银—石墨烯复合薄膜制备及拉曼增强效

应研究
杨　娟 三等奖

１２ 基础医学与医学

技术学院
袁　潇 人脐带间质干细胞 ｅｘｏｓｏｍｅ对胃癌细胞 ＨＧＣ

２７耐药的影响 许文荣 三等奖

１３ 电气 信 息 工 程

学院
刘奕辰 无轴承无刷直流电机原理及驱动控制研究 朱誯秋 三等奖

１４ 机械工程学院 李文 植物营养液ＮＯ３离子浓度检测装置的研究 张西良 三等奖

１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陈　立
陈行行

龚　祯
蒋天勖

凌展奇

马　骏
张鹏飞

郑霖腾

仲冬冬

朱德财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ＦＳＡＥ）设计研究

王国林

韩江义

王　谦
汪少华

王若平

徐晓明

杨　健
袁朝春

团队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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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

师姓名
奖项

１６ 电气 信 息 工 程

学院

蔡晓伟

陈　鸣
董　菁
黄柯玮

赵万祥

高效能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设计、分析与控制

刘国海

赵文祥

吉敬华

张　多

团队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１７ 艺术学院

胡　卫
胡欣怡

黄　珏
家用全自动煎药机设计

孙宁娜

张　凯
董佳丽

团队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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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钟　涛 纳米银—石墨烯复合薄膜制备及拉曼增强效应研究 杨　娟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姜　斌 稀土掺杂ＺｎＯ薄膜的微观结构及其电学性能研究 唐丽永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长鹏 时效对６０１３铝合金力学性能及空泡腐蚀性能的影响 刘　强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孔强 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复合空心球的合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唐　华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房媛媛 压缩应力及冷却速度对焊接热影响区微观组织的影响 陈希章

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姿虹 表面涂层对医用镍钛合金血液相容性的影响 邵红红

７ 机械工程学院 陈　泷 复杂汽车覆盖件高效精密成形的冲压综合工艺研究及

应用
陈　炜

８ 机械工程学院 许迪初 荷电雾滴荷质比实时测量装置的设计与试验研究 邱白晶

９ 机械工程学院 刘红玉
基于强度—偏振—光谱多维光信息的番茄营养水平快

速诊断方法
毛罕平

１０ 机械工程学院 宿好阳 新型逆向双螺带混合机的设计研究 李新城

１１ 机械工程学院 陈　庚 电池三参数校电机测控系统设计 殷苏民

１２ 机械工程学院 李文 植物营养液中ＮＯ３离子浓度检测装置的研究 张西良

１３ 机械工程学院 宣　芮 液压转向器控制与测试系统设计 鲍丙豪

１４ 机械工程学院 陈明明 手持式ＲＦＩＤ扫描器设计与制作 高永锋

１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唐　炜 ＮＴＰ再生ＤＰＦ的试验研究 蔡忆昔

１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付　晶 半钢子午线轮胎静态及滚动状态下接地特性分析 王国林

１７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刘　涛 ０１Ｍ型自动变速器测绘设计之主壳体设计 朱茂桃

１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丁　浩 城市道路交叉口定时信号控制研究———以镇江市梦溪

广场交叉口改建为例
常玉林

１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施蕴莜 轿车车身总布置设计 夏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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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２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　勇 １８６ＦＡ柴油机配气机构设计及计算分析 刘胜吉

王　建

２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郭根苗 天然气柴油双燃料一体化喷射系统喷雾燃烧数值模拟
何志霞

邵　霞

２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孙明星 管带式散热器气侧流动传热特性的研究 王迎慧

２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闫龙龙 自由圆湍射流的数值模拟 杨敏官

２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毛宇欣 杭州市东方酒店空调系统设计 葛凤华

２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沈洪彪 ＨＰＫＬ８０２００新型热水循环泵设计及性能预测 何秀华

２６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卢秋霞 泰州某中学多层钢筋混凝土实验楼结构设计 刘荣桂

２７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戚仁谦 魏家屯安置小区２０＃楼施工图预算及投标文件编制 王　军

２８ 财经学院 施佳烨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系统动态仿真模型

分析
陈海波

２９ 财经学院 盛竹筠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评价与实证分

析———基于苏浙沪研究
谭中明

３０ 财经学院 郭蕙臖 ＨＹＬ公司采购成本控制方案优化研究 徐文学

３１ 财经学院 沈步双 开放经济下江苏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 陶忠元

３２ 财经学院 丁　瑶 中国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张珍花

３３ 财经学院 龙华贻 董事会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影响研究 谢竹云

３４ 管理学院 陈雨峰
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安全行为研究———计划行

为理论视角
梅　强

３５ 管理学院 胡　艳 江苏美依服装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 屠文娟

３６ 管理学院 胡馨月 苏华集装箱码头公司堆场管理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赵艳萍

３７ 管理学院 陈　伟 绿创硅基气凝胶的市场研究报告 郭龙建

３８ 管理学院 周燕芳 大学生移动商务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分析及评价 谢振宇

３９ 管理学院 肖亚波 社会调查课程教学辅助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柯　佳

４０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　戈 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有效性提升的对策研究 蒋俊明

４１ 文法学院 张　敏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虚词兼类研究 王　勇

４２ 文法学院 袁　琳 初级对外汉语教材课文中汉字的设置研究 庞伟奇

４３ 文法学院 褚妮娜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司法审查 魏小强

４４ 文法学院 蒋　艾 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问题研究 何　铭

４５ 文法学院 徐良玉 试论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风格的传承与变异 徐光萍

４６ 教师教育学院 朱旭慧
实习教师与经验教师的教学行为比较———以高中信息

技术课程为例
康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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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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外国语学院 王君寒
柯勒律治·会话诗歌中阐释增量的语用功能———以

《古舟子咏》为例
毛卫强

４８ 外国语学院 万二洋 循环型社会におけるごみ
"

理有料化について 王保田

４９ 外国语学院 范媛媛 中国学习者英语阅读中的汉语思维影响 苏建红

５０ 外国语学院 丁永萍
基于口语语料库的中国英语专业学生话语标记语使用

考察
李　民

５１ 艺术学院
胡卫胡

欣　怡 家用全自动煎药机设计 孙宁娜

５２ 艺术学院 缪怡 镇江市南门大街街区重建方案设计———盈缩
霍　臖
承　恺

５３ 艺术学院 朱菁菁 《面相社会》图形设计 张力丽

５４ 艺术学院 杨　旭 《正青春》创作随感 沈　荣

５５ 艺术学院 马千然 丝竹镶嵌艺术的现状与传承 任雪梅

５６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加鹏 物联网的身份认证技术研究 王良民

５７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倪亚楠 智慧旅游团管理及移动应用软件开发 朱　轶

５８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孙亚慧 网络型教室照明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李　峰

５９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苏弘毅 垂直搜索引擎的设计与实现 薛安荣

６０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杨华宇 基于概率超图模型的视频语义检测技术研究与实现 詹永照

６１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
孔玮婷 面向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的图像拼接关键技术研究 李致远

６２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刘奕辰 无轴承无刷直流电机的原理及驱动控制 朱誯秋

６３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吴嘉琪
基于ＧＲＮＮ的海洋蛋白酶发酵过程生物参数软测量
建模

孙玉坤

６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陈　鸣 一种低速大转矩的电动汽车用永磁容错型游标电机的

研究
刘国海

６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沈　甜 采摘机器人快速视觉系统研究 赵德安

６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丁佳莉 基于物联网的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李正明

６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杨玉伟 永磁同步电机非线性控制的研究 刘贤兴

６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李　萍 并联机器人动力学建模及指数趋近率滑模控制研究 高国琴

６９ 基础医学

与医学技术学院
袁　潇 人脐带间质干细胞源ｅｘｏｓｏｍｅ对胃癌细胞ＨＧＣ２７耐药

的影响
许文荣

７０ 基础医学

与医学技术学院
朱梦楚

四种抗生素在两种 ｐＨ条件下对幽门螺杆菌的 ＥＴｅｓｔ
效果比较

殷长甫

胡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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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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基础医学

与医学技术学院
董文茜

ＣＴＮＮＡ１基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
床意义

林　江

７２ 环境学院 祁明站 污水处理厂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开发 李龙海

７３ 环境学院 耿中星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设计 储金宇

７４ 药学院 张亚清
一步法制备难溶性药物缓释制剂的工艺探讨及其体外

释药特性研究
朱　源

７５ 药学院 李和浩 基于分子对接的碳酸酐酶ＩＸ抑制剂作用模式初步研究 冯春来

７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白　娟 苦瓜冻干超微粉调节肥胖大鼠肠道菌群结构的研究 董　英

７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杨　洋 扑草净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合成及性能表征 陈冠华

７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赵雨辰 卵形体农产品定向运动规律的研究 姜　松

７９ 化学化工学院 闫　洁 丙氨酸修饰环糊精键合硅胶的合成及其在手性氨基酸

对映体分离中的应用
邱凤仙

８０ 化学化工学院 朱晨丹
基于Ｆｅ３Ｏ４／还原氧化石墨烯的乙酰胆碱可视化传感新
方法研究

王　坤

８１ 理学院 刘敏献 带弱奇性核Ｖｏｌｔｅｒｒａ积分方程的数值计算 王林君

８２ 理学院 汤月明 微带天线中左手材料的结构设计和应用 王纪俊

（撰稿人：吕　翔　核稿人：赵玉涛）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在校本科生人数（按学院统计）

人

学　院 ２００９级 ２０１０级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３级 总计 预计毕业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７７ ３５４ ３２６ ３８５ １４４２ ３７７

财经学院 ４２５ ５６１ ５３５ ４７８ １９９９ ４２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８８ ３７１ ３５４ ３９７ １５１０ ３８８

管理学院 ３８８ ３４９ ３４９ ４３５ １５２１ ３８８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４１ １２９ １２８ １１５ ５１３ １４１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０６ １２８ １１９ １５６ ５０９ １０６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８６ ４２１ ４３１ ４２７ １６６５ ３８６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６９ １６２ １８９ １６２ ２０１ ８８３ １６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７６ ３６２ ３５９ ３５４ １４５１ ３７６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０ ２３ ３５ ３２ １２０ ３０

理学院 １６５ １７４ １９１ ２１４ ７４４ １６５

临床医学院 ３６５ ３７１ ４３３ ３６５ ２１０ １７４４ ４２７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９ ２７ ２７ ３４ １１７ ２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２０ ３１８ ３３９ ３７４ １３５１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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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２００９级 ２０１０级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３级 总计 预计毕业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９７ ４３３ ４２０ ３４０ １５９０ ３９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６０ １８２ １４５ １４５ ６３２ １６０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７０ １４７ １３３ １６３ ６１３ １７０

外国语学院 ２０３ １８３ １７０ １４６ ７０２ ２０３

文法学院 ２６７ ２４３ ２４４ ２７５ １０２９ ２６７

药学院 １５７ １５３ １５０ １８２ ６４２ １５７

艺术学院 ３０９ ２６３ ２９９ ２７５ １１４６ ３０９

总计 ５３４ ５３２７ ５４４３ ５２８１ ５３３８ ２１９２３ ５３９０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在校本科生人数（按专业统计）

人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５６ ５３ ５６ ６３ ２２８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５３ ５５ ４４ ６４ ２１６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５６ ５３ ５２ ６３ ２２４

金属材料工程 ５５ ５４ ４７ ６５ ２２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５６ ４５ ４４ ７９ ２２４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

器件）　 ５０ ５２ ３９ １４１

冶金工程 ５１ ４２ ４４ ５１ １８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汇总 ３７７ ３５４ ３２６ ３８５ １４４２

财经学院

保险 ６０ ３８ ２３ １２１

保险学 ３３ ３３

财务管理 ６６ ７０ ７０ ５６ ２６２

财政学 ２８ ２９ ２８ ３２ １１７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６７ ６４ ５９ ６０ ２５０

会计学 １０６ １９４ １８７ １３２ ６１９

金融学 ６５ １１１ １１６ １００ ３９２

能源经济 ２３ ２６ ３４ ８３

统计学 ３３ ３２ ２６ ３１ １２２

财经学院汇总 ４２５ ５６１ ５３５ ４７８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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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１０５ ８３ ６９ ７１ ３２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 ４４ ５２ ５０ １４６

电子信息工程 ６５ ５６ ５１ ５８ ２３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６２ ５４ ５０ ５９ ２２５

农业电气化 ３５ ３５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９ ２５ ３１ ７５

生物医学工程 ４０ ２９ ２５ ３１ １２５

自动化 ９７ ８０ ７６ ９３ ３４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汇总 ３８８ ３７１ ３５４ ３９７ １５１０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３０ ２７ ２４ ３５ １１６

工商管理 ６９ ５６ ６１ ６５ ２５１

工业工程 ５０ ５６ ５６ ５８ ２２０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２９ ２６ ２８ ３０ １１３

人力资源管理 ５１ ５９ ５４ ５８ ２２２

市场营销 ５８ ３１ ３５ ６２ １８６

物流管理 ５６ ４０ ４３ ６９ ２０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４５ ５４ ４８ ５８ ２０５

管理学院汇总 ３８８ ３４９ ３４９ ４３５ １５２１

化学

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３５ ３４ ２９ ９８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５２ ４９ ４９ ６０ ２１０

应用化学 ５４ ４６ ５０ ５５ ２０５

化学化工学院汇总 １４１ １２９ １２８ １１５ ５１３

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４２ ３７ ４３ ６０ １８２

环保设备工程 ３９ ２６ ３７ １０２

环境工程 ４９ ５２ ５０ ５９ ２１０

环境工程（环保设备工程） １５ １５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汇总 １０６ １２８ １１９ １５６ 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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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机械工程

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５８ ５６ ６１ ６１ ２３６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５９ ５９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４９ ４５ ６２ １５６

机械电子工程 ５９ ５５ ５４ ６１ ２２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１４ １２７ １１４ ８９ ４４４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６４ ６０ ５３ ６２ ２３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 ４２ ４７ ５３ ６０ ２０２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３１ ３４ ３５ １００

机械工程学院汇总 ３８６ ４２１ ４３１ ４２７ １６６５

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学院

卫生检验 ２２ ２２ ４４

卫生检验与检疫 ３３ ３３

医学检验 １０６ ９３ １１３ ８７ ３９９

医学检验技术 １００ １００

医学影像学 ６３ ６９ ５４ ５３ ６８ ３０７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汇总 １６９ １６２ １８９ １６２ ２０１ ８８３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６９ ５７ ５３ ５７ ２３６

软件工程 ６７ ５８ ５６ ６１ ２４２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７９ ４６ ４４ １６９

通信工程 ６０ ５１ ５６ ６０ ２２７

网络工程 ５４ ５４ ５１ ６２ ２２１

物联网工程 ４８ ４８ ５９ １５５

信息安全 ４７ ４８ ５１ ５５ ２０１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汇总 ３７６ ３６２ ３５９ ３５４ １４５１

教师教育

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２３ ３５ ５８

教育学（师范） ３０ ３２ ６２

教师教育学院汇总 ３０ ２３ ３５ ３２ １２０

理学院

数学类（中外合作办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　 ２７ ２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２７ ３１ ３０ ３３ １２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课程实验班） ２２ ３４ ５６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５４ ４６ ５４ ７１ ２２５

物理学（师范） ２５ ２２ ２８ ５３ １２８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 ２７ ２４ １６ ６７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３２ ２９ ２９ ３０ １２０

理学院汇总 １６５ １７４ １９１ ２１４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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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临床医学院

护理学 ６２ ４５ ４１ ７０ ２１８

临床医学 ３６５ １３９ ２５２ ２１０ １４０ １１０６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１７０ １３６ １１４ ４２０

临床医学院汇总 ３６５ ３７１ ４３３ ３６５ ２１０ １７４４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历史学（师范） ２９ ２９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２７ ２７ ３４ ８８

马克思主义学院汇总 ２９ ２７ ２７ ３４ １１７

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６０ ６０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５０ ５０ ４７ １４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其自

动化）
６３ ６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能减

排技术）
６８ ６８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

控制）　 ６４ ６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卓越）
５９ ５９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

动化）　 ６１ ５４ ５３ １６８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能减

排技术）
５６ ６２ １１８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新能源

利用）
６１ ６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

控制）　 １０８ ６５ ６７ ２４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卓越）
４０ ５１ ５３ １４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４２ ５７ ６０ １５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汇总 ３２０ ３１８ ３３９ ３７４ １３５１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１６２ １９７ １７８ ８８ ６２５

车辆工程（卓越） ４７ ５１ ５８ ６１ ２１７

交通工程 ５０ ５３ ４９ ５８ ２１０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４４ ５４ ５９ ５７ ２１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　 ７６ ７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　 ９４ ７８ ７６ ２４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汇总 ３９７ ４３３ ４２０ ３４０ １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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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１９ ２０ ２８ ６７

生物技术 ５１ ２１ ２２ ９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４８ ５１ ３１ ３４ １６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际课程实验班） １９ ３５ ５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机械及自动化） ２１ ２８ ４９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４２ ５６ ５１ ５５ ２０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汇总 １６０ １８２ １４５ １４５ ６３２

土木工程

与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 ８０ ４５ ４４ ６９ ２３８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６１ ６８ ５９ ５８ ２４６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２９ ３４ ３０ ３６ １２９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汇总 １７０ １４７ １３３ １６３ ６１３

外国语学院

日语 ３６ ５１ ５１ ５９ １９７

英语 ６２ ６２ ５１ ８７ ２６２

英语（师范） １０５ ７０ ６８ ２４３

外国语学院汇总 ２０３ １８３ １７０ １４６ ７０２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 ４５ ４９ ４７ １４１

法学 ９２ ９２

法学（国际经济法） ４５ ４５ ５１ １４１

法学（经济法） ４９ ５３ ４７ １４９

汉语国际教育 ５４ ５４

汉语言文学 ６８ ６８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 ６３ ４４ ４５ １５２

汉语言文学（师范） ６５ ５２ ５４ ６１ ２３２

文法学院汇总 ２６７ ２４３ ２４４ ２７５ １０２９

药学院

药物制剂 ５１ ４８ ４９ ５８ ２０６

药学 ５５ ５３ ４７ ６２ ２１７

制药工程 ５１ ５２ ５４ ６２ ２１９

药学院汇总 １５７ １５３ １５０ １８２ ６４２



%&'()*

（２０１４）

１１８　　

续表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总计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３６ ３６

动画 ３７ ２４ ３３ ３０ １２４

工业设计 ２９ ２６ ２７ ３３ １１５

工业设计（艺术） ４６ ３４ ４２ １２２

公共艺术 ３０ ３０

环境设计 ５１ ５１

美术学（师范） ３２ ３３ ３７ ３０ １３２

视觉传达设计 ３５ ３５

数字媒体艺术 ３０ ３０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７６ ６７ ６１ ２０４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 ２７ ２５ ３３ ８５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３５ ２８ ３８ １０１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 ２７ ２６ ２８ ８１

艺术学院汇总 ３０９ ２６３ ２９９ ２７５ １１４６

总计 ５３４ ５３２７ ５４４３ ５２８１ ５３３８ ２１９２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２级英语四、六级通过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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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５ ２５２ ７７．５４％ ６２ １９．０８％

财经学院 ５３３ ５１３ ９６．２５％ ３０２ ５６．６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５２ ３２６ ９２．６１％ １３０ ３６．９３％

管理学院 ３４３ ３１５ ９１．８４％ １５０ ４３．７３％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２８ １０４ ８１．２５％ ４５ ３５．１６％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１９ ９４ ７８．９９％ ２４ ２０．１７％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２８ ３７８ ８８．３２％ １５６ ３６．４５％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５９ １５８ ９９．３７％ １０５ ６６．０４％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５９ ３２５ ９０．５３％ １３９ ３８．７２％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５ ３４ ９７．１４％ ２１ ６０．００％

理学院 １９１ １８０ ９４．２４％ ７２ ３７．７０％

临床医学院 ３６３ ３５６ ９８．０７％ １９７ ５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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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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７ 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４ ８８．８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３９ ３２０ ９４．４０％ １５８ ４６．６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４１８ ３９２ ９３．７８％ １７２ ４１．１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４３ １３５ ９４．４１％ ５９ ４１．２６％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２８ １２３ ９６．０９％ ５０ ３９．０６％

外国语学院 ５１ ４９ ９６．０８％ １９ ３７．２５％

文法学院 ２４４ ２３７ ９７．１３％ １４６ ５９．８４％

药学院 １４６ １３１ ８９．７３％ ６０ ４１．１０％

艺术学院 ６９ ４１ ５９．４２％ １２ １７．３９％

合计 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 ９１．６３％ ２１０３ ４２．９２％

　　注：总修读人数不包括英语专业学生、艺术类（除工业设计）学生、民族生及高水平运动员。

江苏大学２０１２级计算机通过率统计

学　院 总人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２６ ２３ ７．０６％

财经学院 ５３５ １５０ ２８．０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５４ １４１ ３９．８３％

管理学院 ３４９ ７６ ２１．７８％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２８ ２４ １８．７５％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１９ ４ ３．３６％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３１ ８４ １９．４９％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６２ ６０ ３７．０４％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５９ ４２ １１．７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５ ３ ８．５７％

理学院 １９１ ３８ １９．９０％

临床医学院 ３６５ ３６ ９．８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７ ２５ ９２．５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３９ １１６ ３４．２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４２０ ７９ １８．８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４５ １１ ７．５９％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３３ １０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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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　院 总人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外国语学院 １７０ ８４ ４９．４１％

文法学院 ２４４ １０７ ４３．８５％

药学院 １５０ ３０ ２０．００％

艺术学院 ２９９ ３４ １１．３７％

合计 ５２８１ １１７７ ２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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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苏省首批公有民办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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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四年制本科层次。学院

设有４１个专业（方向），涵盖理、工、文、经、
管、医等六大学科门类。拥有各类建筑面积

３０余万平方米，教学用计算机１０００台，多
媒体教室８６００座，语音实验室７００座。学
院设置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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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职工７９人，全日制本
科生９５４０人，已累计培养１１届１６０００多
名本科毕业生。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２０１３年学院
举办了２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学员
８９４名，结业 ６０１人，共发展学生党员 ３３５
人。学院党委对原有支部进行了调整，由原

来的３７个党支部调整为２４个党支部，其中
１个教工党支部、２３个学生党支部，每个支
部的人数都在 ３０人以下。组织完成了校
“两委”委员预备人选的提名工作，并召开

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我院出席校第三次党代

会的６位党代表。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在
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五督导组的指

导下，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完成了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和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等各项环节的工作。学院专门成

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江苏大

学京江学院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实施方案》及《京江学院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安排表》，开展了“听

民声、求诤言、问良策”活动，征集全院师生

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共计３０余条。在学院一
号楼大厅设立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群众意见箱，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

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实效。学院领导班

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认真查摆“四风”

方面的突出问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针对

“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学院党委专门研

究制定了《京江学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方案》，建立整改责任制，把责任分解，

落实到人，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党员质量提升 ＧＲＯＷＵＰ系统构筑与实
践》在第二届全国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

政治工作优秀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奖。

《全程累进式实践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十佳“党建工作创新创
优”提名奖。学院在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青年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评比中，获二、

三等奖各一项。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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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评选中，获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２
篇、三等奖４篇、鼓励奖１篇。２０１３年江苏
大学最佳党日活动方案评比中，获三等奖１
项、鼓励奖４项。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学院网
站被评为“江苏大学十佳二级中文网站”。

全年在省、市及以上媒体共发表宣传报道３０
余篇，在校内媒体发表报道２００余篇。
【教学工作】　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根据
２０１２版本科培养计划试行情况，对培养计
划的形式和内容做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完

成４１个专业培养计划的编审定稿工作，并
印刷装订成册。社保并获批安全工程和食

品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

正式颁布实施了《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大学生

素质拓展学分实施办法》，组织专业人员自

行开发了素质拓展学分记载系统（单机版）

并投入使用。制定并颁布了《江苏大学京江

学院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细则》，本年

度２０１２级共１６名学生转入理想专业。搭
建平台，管理创新。２０１３年学生科研立项
达到１９２项，学生申报的１５个省级课题列
入“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本年度学院共聘请了２４位教师
在本科学习中心值班，全年指导学生约

２０００人次。为２０１１级１２２位优秀学生聘任
了２２位导师。组织两次期中教学检查，倾
听８００多名学生、１１个专业学院的１００多位
教师对我院教学工作的意见。为２０１３级新
生开设两个中学化学与大学化学知识对接

班，１６６位同学入班学习。教学监控委员会
加强教学检查和随堂听课，累计巡查约８００
班次，期末考试巡查约１６００场次，听课３００
多课次。开设第二（辅修）专业促进复合型

人才培养，举办了学院首届第二专业学生毕

业典礼，１０７名毕业生获得第二专业证书，
１８名毕业生获得辅修证书。推进国际合
作，扩大办学视野。２０１３年与国家留学基金
委员会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开展了

学生赴美国高校留学项目；与中外服美邦国

际合作，开展大学生暑期赴美社会实践，２０１３
年我院共有４８名学生到海外游学，２０余名学
生赴美暑期社会实践学习；５名学生入选德
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学交流学习项目，在

国内和国外分阶段接受高等教育；１名同学
到台湾地区短期学习。为支持学生海外游

学，学院制定了交流生、游学生的学分认定方

法，并在素质拓展学分中专门设置板块，实现

对游学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的认定。

【新校区和专业建设抽检工作】　就校区置
换和新校区建设问题多次赴省教育厅、发改

委和财政厅进行专题汇报和沟通，于 ２０１３
年４月中旬正式向省教育厅递交了《江苏大
学关于校区置换的请示》，省教育厅和省财

政厅于６月联合发文批复同意置换老校区。
经过多轮磋商，与镇江市就资产置换、建设

体量、建设费用、立项报批、规划设计、优惠

政策、工程建设和双方职责等关键问题基本

达成一致意见，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与镇江市
正式签订迁建协议。组织人员赴苏州科技

学院、南京大学深入调研新校区建设经验，

为规划设计工作做好前期准备。经过新校

区详规方案公开征集招标，初步完成新校区

规划设计工作。专业建设抽检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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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基一规范”（即基本办学条件、

教学基本建设和教学管理规范），逐一对照

评估指标，以评促建，加强专业建设，开展迎

评自查工作。完成英语专业和车辆工程专

业建设的抽检工作。启动自有专任教师队

伍建设工作。２０１３年我院制定了师资队伍
建设方案，启动了新教师和退休教师的招聘

工作。新教师的首次招聘分两类：英语教师

和辅导员，辅导员首次按专业背景来招聘，作

为将来专任教师的后备力量。学院的整个招

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操作，高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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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共招聘英语教师７名、专职辅导员１２名。
退休教师招聘也同步启动，开始接受报名。

【学生工作】　２４３８名新生顺利报到入学。
从专业思想、心理健康、学业规划、安全教育

等方面组织实施了新生入学教育６个专题
讲座，同时以班级为单位举办了“我的大学

目标”“我的学习之道”“亲情感恩”等 ２００
余场次的主题班会。学院获“校军训先进单

位”。２４８８名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其中
１２人考上公务员，２５５人考取事业单位，１７４
人考取研究生，１４人考取国外著名大学的
研究生。发放国家奖学金４万元、国家励志
奖学金７７．５万元、国家助学金２３２．５万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助比例达到 ９６％以
上。建立、完善了考勤登记制度、辅导员听

课和抽查制度、辅导员与任课老师定期联系

制度。构建了以 ＱＱ群、飞信群、班级博客、
班级微博和人人网等为载体的网络思政教

育平台，深入开展“理想·修身·成才”主

题教育活动，上半年开展了“我的学院我的

家”———“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学院

可持续发展”专题报告会、“我与学院共成

长”座谈会、“永远跟党走，喜迎十八大”作

品展、“中国梦、青春梦”主题征文等活动。

下半年开展了“放眼二十年，寄语十八大”

“心语心愿话理想，规划未来报祖国”“图书

义卖，情暖系党”“优异成绩向党汇报”等

１００余场主题党团活动。学院有１６人获得
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１１人获得国家职业
指导师资格，设置了心理访谈室和“知心姐

姐工作坊”，制定了《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大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对新生进行

了心理普测与排查。举办文化教育基地揭

牌仪式，顺利召开第一次团学代表大会，开

展首届“文化艺术节”和“科技创新节”系列

活动，灵动舞协和红蔻动漫社获得“校五星

级社团称号”。２０１３年，我院获得江苏大学
第十一届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江苏大学第

十二届运动会田径赛事团体总分第一；女子

篮球队获得江大杯女子篮球赛第一名，男子

篮球队获得第二名；女子排球队获得学校排

球赛第二名；健美操队获得学校健美操大赛

第三名；羽毛球队得分获学校羽毛球比赛男

子组第二名和女子组第三名。黄九如同学

获得２０１３中国江苏国际标准舞公开赛大学
女子组摩登舞第二名；顾祝敏同学获得江苏

省第六届学校体育舞蹈锦标赛大学组校园

集体舞二等奖。从２０１１级本科生中选拔了
３１８余名学生进行首期“京华班”重点培养，
举办了８场高质量的学术讲座，遴选并输送
江苏大学菁英学校学员６人。８０％的宿舍被
评为学校文明宿舍，在“安全文明建设月”社

区橱窗评比中分获一等奖、二等奖。与镇江

博物馆、丹徒区世业洲、镇江市文广中心等单

位合作，拓展文化教育基地。新建社会实践

基地１６家，资助６０个重点团队，“世业洲支
教团队”获评省级重点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学

院团委在团省委考评中获“优秀”等级。

【招生与就业工作】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
论招生宣传工作。２０１３年６至７月，参加全
省各市招生咨询会４０余场，协调、组织各学
院招生宣传队伍深入到中学进行招生宣传，

参加了省教育电视台招生宣传节目，在《扬

子晚报》对学院进行系列宣传报道，学院再

次被评为“最受考生欢迎独立学院”。强化

预录取工作，签订预录取通知书６００余份。
共录取２５１１名新生，理科录取分数线３００，
超省控线１２分；文科录取分数线２８４分，超
省控线１８分，保证了高分生源，实现了招生
规模扩大的同时生源质量稳步提高。举办

“考研培训”“公务员考前培训”“大学生村官

面试培训”等专题培训班。２０１３届毕业生考
取国内外研究生２００余人，录取率达９％。截
至２０１３年底，２０１３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９０．７７％，其中协议就业７６．８３％。

（撰稿人：吴　迪　核稿人：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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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京江学院专业及在校学生数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０级 合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０４ １０２ ９９ １１２ ４１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５７ ６０ ５４ ６３ ２３４

机械电子工程 ８６ ８４ ７６ ８４ ３３０

车辆工程 １２１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１０ ４７８

交通工程 ３９ ４１ ４１ １２１

交通运输 ４５ ２４ ２８ １７ １１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５７ ４７ ４６ １５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７１ ７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动化） ５２ ５３ ５５ １６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动化） ５６ ５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 ５４ ４８ ４０ １４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 ３９ ３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１１６ ９９ ９８ １０８ ４２１

自动化 ８５ ７０ ６９ ６９ ２９３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９ ５４ ４８ ４８ ２０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８ ４５ ４９ ４９ ２０１

通信工程 ６１ ５１ ５０ ５１ ２１３

软件工程 ５５ ４１ ９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４７ ３５ ３１ ３０ １４３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３４ ３４ ２６ ９４

金属材料工程 ４０ ２７ ２２ ２５ １１４

冶金工程 ２１ １９ ４０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３２ ２８ ３２ ２５ １１７

土木工程 １０６ ７２ ７８ ７６ ３３２

安全工程 ３８ ２９ ２８ ２７ １２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４ ８８ ９３ ９６ ３７１

能源经济 ５４ ５２ １０６

会计学 １５０ ２２８ ２１５ １９９ ７９２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 １２２ １３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２９

统计学 ５４ ４４ ４１ ４４ １８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６７ ５０ ５３ ４９ ２１９

市场营销 ９４ ４８ ４５ ４５ ２３２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 ３２ ３９ ３８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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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０级 合计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６８ ２８ ２９ ３４ １５９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３９ ４５ ８４

工业工程 ４０ ３２ ２５ ４７ １４４

物流管理 ７１ ４８ ５２ ５３ ２２４

艺术设计 ２６ ２４ ５０

英语 ９７ ８９ ８２ ８８ ３５６

制药工程 ３４ ４０ ４３ １１７

药物制剂 ４０ ４８ ８８

医学检验 １３２ １００ １４９ ３８１

医学检验技术 １０６ １０６

护理学 ９２ ９４ １１５ １３４ ４３５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４０ ３４ ３９ ３５ １４８

合　计 ２４２５ ２３７５ ２３３０ ２４１０ ９５４０

（撰稿人：王绍娟　核稿人：吴　迪）

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继续教育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成人教育始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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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８月经教育部批
准，由原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

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继续教育事

业得到快速发展。２００５年９月更名为江苏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目前学院的成人教育

涵盖了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

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

５６个本科专业，具有业余、函授等形式的专
科、本科、专科升本科成人学历教育办学体

系。同时，受江苏省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委

托，承担了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管理工程、法

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物流、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政务等自学考试助学专业及机电专

科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的任务，开展了英语、

数学、工业工程等专业自学考试专接本工

作。学历教育在籍学生规模为 １６０００余
人，在江苏、江西、福建、山西、海南、广西等

省（自治区）设有３０多个函授站、教学点。
学院目前有正式职工 １６人，聘用人员 ２０
人，其中院领导６人（含２名副调研员）。下
设７个部门：办公室、学历教育部、招生学籍
部、远程教育与技术服务部、继续教育部、服

务外包部、南京教学部。学院依托学校学科

和人才优势，构建了政府干部研修、教育系

统师资培训、企事业单位管理及专业技术人

员能力提升培训、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进修、

社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和技能鉴定培训等

多层次多形式的非学历教育培训体系。学

院建有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教育协会联

合授予的“全国机械行业工程教育与创新人

才培训基地”和江苏省农机局授予的“江苏

省农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心”。

学院建立了远程网络教学与管理信息

化平台和数字化网络课程资源库，成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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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与开放联盟高

校。全面实现函授教育远程网络化的服务

与管理。积极推动非学历教育远程服务平

台建设，着力打造全方位、多元化、信息化的

共建共享服务平台。经过３０多年的办学实
践，学院为行业和相关省、市培养了一大批

适用型人才。连续多年被原机械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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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校学科专业优

势，开创继续教育办学特色。继续教育学院

将稳定学历教育的办学规模，强化内涵建

设，大力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打造品牌特

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总支加强
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进党政

共同负责，坚持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严格

按照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体

部署积极开展相关工作。通过查找问题，加

强“四风”建设，提高党性修养和政治纪律

性，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党总

支原下设２个党支部，分别是学生党支部、
教工党支部和２０１３年７月，最后一届脱产
班毕业离校，２０１３年年底教职工党员 １２
人。党总支积极组织全院职工参加政治理论

学习，注重学习形式多样化，通过组织参观校

史馆、“中国梦”主题教育、观看资料片、十八

大有关文件学习等提高职工的政治修养。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３年度，顺利完成梦溪、北
固校区脱产、业余、函授学生的教学组织工

作，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做好自学考试助

学专业学生的教学组织及自考学生考籍管

理工作。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布置的自考命

题、阅卷等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完成特

色自考的教学组织、命题、阅卷、学生管理、

毕业审验等工作。全年共完成自考助学命

题共３０门共７２套；农村自考命题 ３门 １８

套试卷，毕业审验学员４６５人。共组织学士
学位外语考试 ５３８８人次，授予学士学位
２３２２人。２０１３年，根据省教育厅要求继续
做好特色专业建设工作，组织完成省第三批

工商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两个专

业的验收工作。《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特

色专业建设总体报告》中的工商管理专业获

优秀等级。２０１３年完成成人高等教育特色
教材《管理信息系统》《教师语言新编》的编

写和出版工作。《构建远程化条件下函授教

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获江苏

大学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成人高

等教育课题重点项目“函授学生在网络教育

资源环境下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已顺利

结题。成功组织召开２０１３年度函授站工作
年会，加大函授教育网络化改革推进的力

度，加强对函授站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力

度，特别注意加强对试卷的审核环节。

【招生学籍】　２０１３年学院认真贯彻落实教
育部、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的政策法规，强

化严格执行政策、严格程序、强化协调、优化

服务，圆满地完成了成人教育的学生报名、

录取工作。共计录取７６００余人，连续六年
居江苏省第一。对各函授站点加强规范管

理，对手续不全的站点停止招生。完成省内

２５个站、点，省外５个站、点的年审的材料
审核及上报工作。积极加强扩展校企合作

办学模式。顺利完成２０１３年度春、夏两季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５４９６人的毕业证书
电子注册工作和毕业证书的发放工作。做

好在籍学生转学、转专业、转形式等学籍变

动工作、双专科毕业证书办理工作及毕业证

明书办理工作。完成了２０１３年度在籍学生
的统计及动态管理工作，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成
人学历在校生１６４８５人。
【远程教育】　２０１３年学院加紧网络课程建
设工作，全年录制和编辑１０９门课程，其中
８１门课程已完成并发布。截至２０１３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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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累计完成网络课程总计达１９５门，会计
学、法学、汉语言文学等２０多个长线专业的
主要课程已录制完毕，并收集整理了１３５门
８１０套网络课程统一命题考卷。充分利用
社会教育资源，加强与兄弟院校、联盟高校

及社会教育机构的合作，与能力天空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共享云资源平台教学产品共计

３３大类百余门课程资源。已向社会开放精
品视频公开课３门，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课
程３门，开放１０００余门各类社会课程资源
链接，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课程资源服

务。不断完善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功能，开发

完成“毕业生材料上报自动验证审核系统”

“成考考生录取查询和注册报到通告系

统”，加紧开发“毕业成绩审核和学位申报

系统”，使管理平台更加符合我院教学管理

的特点。教学管理网络平台及管理信息系

统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管理平台在成人高教

招生、学籍、教务、考试、成绩、毕业等各个环

节的作用，稳定教学秩序，促进函授教育改

革，提高教学质量，为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化

管理打下了基础。

【继续教育培训及非学历教育】　工程硕
士：圆满完成吴江、江阴、丹阳、常熟、无锡５
个站点共计１８２名在校生的教学安排与日
常管理工作，招收新生４０人，新增２个班；
专接本：完成 ５９６人在校生的教学管理工
作，招收新生３５８人；非学历教育培训：做好
全校非学历教育项目登记、审核、规范管理

工作，充分利用学校学科资源优势开发非学

历教育项目。全年组织开展各类职业资格

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师资培训等共计２０００
余人；顺利完成江苏省高职机械类、汽车类、

工商管理类和医学技术类骨干教师，以及机

械大类专业负责人培训等５个培训项目的
师资培训工作，省培工作得到省师培中心肯

定，１人获评“２０１３年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培
训优秀管理者”；“制造大类专业负责人研

训”获评“２０１３年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培训优
秀培训项目”，是唯一一个获奖的专业负责

人项目。２０１３年，经努力，学院被机械工业
教育发展中心和教育协会联合授予 “全国

机械行业工程教育与创新人才培训基地”，

被江苏省农机局授予“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

程教育培训中心”。学院还牵头联合省内相

关涉农高校成立 “江苏省农业农机人才继

续教育联盟”，积极探索构建符合国家农业

农机快速发展需求的多层次农业农机人才

继续教育培训体系。

【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部依托学校优质资
源，与多家服务外包企业深度合作，通过校

企联合、企业定制及公益性培训等多种培训

方式开展外包人才培养。２０１３年度通过网
络平台、宣讲会、常年咨询等形式加强宣传；

与十多家外包企业合作，开展软件测试、

ＪＡＶＡ软件、动画等订单式培训，全年培训
３５０余人；共建３个实训基地，通过与高职
院校合作的方式向企业提供实训人员，得到

学校、企业和学生的认可；积极完成２０１３年
度服务外包专项资金申报工作，与１３家公
司的联合培训项目获批江苏省财政厅下拨

专项引导资金１５万元整。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坚持以稳定为重中
之重，加强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

自学考试学生的特点，积极从学业、就业、健

康、成才等方面进行引导教育，确保校园安

全、教学秩序稳定，最后一届脱产生安全文

明离校，确保完成了学生工作的各项目标。

切实加强学风、班风建设。围绕“责任、感

恩、诚信、宽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活动，

通过开展创优良学风主题教育活动，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继续深化

开展“党建三个一工程”活动，积极开展党

建带团建工作，参加学校党建带团建“三结

对一争创”活动，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的先锋模范作用。



:ijk

１２７　　

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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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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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函授、业余、脱产、自学考试助学班学生数（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继续教育在籍生 １６４８５

函授本科 １１８００

函授专科 １８０

业余本科 ４５０５

业余专科 ０

脱产本科 ０

脱产专科 ０

自学考试助学班 ０

江苏大学自考助学各专业在校学生数（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班　级 人数 办学点

０９经贸英语 １８

０９财务管理 １８

０９财务会计与审计 ２１

０９电子商务 ２６

０９机电系统智能控制 ３４

校内

１０经济法 １３ 镇江市人才市场

合计 １３０

江苏大学函授（站）分地区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省

（江苏

辖市）

教学点名称 设点单位 校外教学点地址 联系电话
招生

范围

淮安
江苏大学淮阴卫生学校成人教育

校外教学点

淮阴卫生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黄河

北路２号
０５１７－８４９２０５１３ 淮安

连云港
江苏大学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函

授站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连云港市新浦区晨光路

２号
０５１８－８５９８５０６１连云港

南京
江苏大学江苏大学成教院南京教

学区函授站

江苏大学成教院南京教

学区
南京市中山东路４１２号 ０２５－８４５９１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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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体臣卫生学校 南通市青年东路１５０号 ０５１３－８５２２８５４０ 南通

南通 江苏大学南通职业大学函授站 南通职业大学 南通市青年东路１３９号 ０５１３－８１０５０９１１ 南通

南通
江苏大学如皋市实用技术培训中

心函授站

如皋市实用技术培训

中心
江苏省如皋市科技大厦 ０５１３－８７６５４４９３ 南通

苏州
江苏大学常熟市广播电视大学函

授站
常熟市广播电视大学 常熟市泰安新村３１号 ０５１２－５２８８０１１７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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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江苏

辖市）

教学点名称 设点单位 校外教学点地址 联系电话
招生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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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科华路２８号 ０５１２－６５２０６６４８ 苏州

苏州
江苏大学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大学

函授站
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大学

张家 港 市 人 民 中 路

８９号
０５１２－５８６８３３１３ 苏州

宿迁 江苏大学宿迁学院函授站 宿迁学院 宿迁市黄河南路３９９号 ０５２７－８４２０１５６２ 宿迁

泰州 江苏大学姜堰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姜堰市职工学校 姜堰市罗塘东路２０１号 ０５２３－８８２０８９８５ 泰州

泰州
江苏大学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函

授站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东路

８号
０５２３－８６６６４５００ 泰州

无锡
江苏大学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函

授站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阴市君巫路２４２号 ０５１０－８６８０５５８７ 无锡

无锡
江苏大学无锡市现代远程教育中

心函授站

无锡市现代远程教育

中心
无锡新民路１１９号 ０５１０－８５０３５１１９ 无锡

无锡
江苏大学无锡市太奇教育培训中

心函授站

无锡市太奇教育培训

中心

无锡市中山路２１５号恒
通大厦４楼

０５１０－８２７１３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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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徐州市三院
徐州市环城路１３１号 ０５１６－８３８２２０３３ 徐州

徐州
江苏大学徐州中大专修学院函

授站
徐州中大专修学院

徐州市戏马台写字楼

三楼
０５１６－８３８２２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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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阳县卫生培训中心 射阳县人民医院 ０５１５－８２３８２８５３ 盐城

盐城 江苏大学盐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盐城市委党校 盐城市人民中路３９号 ０５１５－８８３２３２５３ 盐城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丹阳市人才流动服

务中心函授站

镇江丹阳市人才流动服

务中心
丹阳市白云街３４号 ０５１１－８６５７８６７７ 镇江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镇江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镇江市谏壁镇越河街

２７号
０５１１－８３３６６１８３ 镇江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市丹阳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镇江市丹阳市职教中心

镇江市丹金路１号华南
巷１号

０５１１－８６５２１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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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丹阳卫生学校

镇江市丹阳市大南门街

６６号
０５１１－８６５８６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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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卫生培训中心 东台市惠民路９号 ０５１５－８５２１２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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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都市卫生进修学校 江都市庄台路１４号 ０５１４－８６５４８１２６ 扬州

海南 江苏大学海南函授站
海口南洋自学考试辅导

中心

海口市和平南路 ２０号
１０６室

０８９８－６５３５２４８３ 海南

福建 江苏大学厦门函授站
厦门集美大学工程技术

学院

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

１８５号
０５９２－６１８３４２３ 福建

江西 江苏大学江西函授站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市紫阳大道３１８号 ０７９１－８２１３６６８ 江西

广西 江苏大学广西函授站 广西第一工业学校
南宁长岗路三里一巷

４３号
０７７１－２５１３０３７ 广西

山西 江苏大学山西函授站
山西大同荣鑫国际经贸

培训中心

山西大同魏都大道（原

新建南路付 １１号体育
馆对面）

０３５２－２３８３３１５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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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创新

江苏大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序号 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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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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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１Ｚ 热成形模具温控系统的研发 李建东 陈　炜　郭玉琴

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２Ｚ 小量程低成本高线性车用加速度传感器研发 刘小颖　吴亚东 王　权　任乃飞

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３Ｚ 基于机器视觉的镜片膜厚检测方法 汤发全　蒋光平 姚红兵

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４Ｚ 一个３００ｗ节能集鱼灯的设计 朱琦 潘剑锋　张　星

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５Ｚ 太阳能建筑热湿独立控制研究 牛长强 王　谦　胡自成

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６Ｚ 炼钢无氟造渣采用废弃硼泥作助熔剂的渣微

结构与冶金性能研究
赵　钊　李　兵 王宏明

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７Ｚ 耐久易修复超疏水工程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李隆基 吉海燕

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８Ｚ 下转换材料掺稀土ＫＹ（ＷＯ４）２薄膜的制备
与光谱研究

宋　成　赵亚冉 唐丽永

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９Ｚ 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的车辆防盗系统研究 涂　琨　沈峥楠 江浩斌　马世典

１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０Ｚ 轮胎受压轮廓检测系统开发 殷　 王国林　杨　建

１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１Ｚ 低分辨率生菜叶片病害图像识别方法研究 刘　枭 孙　俊

１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２Ｚ 基于ＰＳＣＡＤ／ＥＭＤＴＣ的电力系统谐波检测和
抑制方法研究

李秋燕　陈万锋 黄永红

１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３Ｚ 微生物发酵过程中温度的检测与控制 夏婷婷 诸德宏　杜　怿

１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４Ｚ 基于云存储、ＥｘｔＪｓ和 Ｈｔｍｌ５的网页邮件系统
研究

吴谋星 马汉达

１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５Ｚ 基于开源技术的网络课程平台建设及移动客

户端开发
施　佳　黄茹辉 朱　轶

１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６Ｚ 基于搜索引擎的校园舆论智能干预系统的研

究与设计
郭　远　喻志浩 周莲英　许晓东

１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７Ｚ 以壳聚糖为载体氯霉素分子印迹聚合物制备

及应用研究
董　皓　魏　斌 王　云

１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８Ｚ 肴肉中腐败微生物的控制技术研究 周　慧 徐　斌　肖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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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１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９Ｚ 超声波辅助制备芝麻降血压肽关键技术的

开发
王　干　白志杰 王振斌

２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０Ｚ 基于植物中异喹啉类生物碱药物分离／富集
的智能聚合物双水相溶剂浮选方法研究

胡耀元 倪　良　王　
#

２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１Ｚ 新型石墨烯基波导材料的制备及热光性能

研究
周巧兰 邱凤仙

２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２Ｚ 石墨烯／银系半导体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可
见光催化性能

许玉玲 沈小平　周红波

２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３Ｚ 新型噻呋啉化合物的合成、光谱及电化学 王　辉　肖晶晶 欧忠平

２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４Ｚ 入侵植物南美蟛蜞菊内生细菌的多样性及其

促生功能研究
王晓莹　赵宁宁 杜道林　戴志聪

２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５Ｚ 一种饮用水中痕量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的去除

方法
汤冰清　仲文君 黄卫红

２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６Ｚ 高效催化成炭聚丙烯膨胀型阻燃体系研究 张星光 孔庆红

２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７Ｚ 关于再编程骨髓ＭＳＣ向胃癌 ＭＳＣ转分化的
关键ｍｉＲＮＡｓ的研究 梁　炜 许文荣　王　梅

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８Ｚ ＵＲＩ、ＲＭＰ对宫颈癌细胞化疗耐药行为的
影响

陈亦扬　杜佳露 谷俊侠　吕耀娟

２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９Ｚ ｐ６３基因变异体在小鼠骨与软骨细胞中差异
表达

曹　红　高　燕 吕耀娟　郑其平

３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０Ｚ ＭＰＰ合剂的毒性试验及药效观察 王　乐　包正阳 狄荣科　马　瑞

３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１Ｚ 基于植物代谢组学桑叶经霜前后次生代谢产

物表达差异研究

张魏琬麒

杨　君 欧阳臻

３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２Ｚ 桑黄黄酮类成分抗癌活性研究 杜　盼　师洪鹏 戈延茹　夏国华

３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３Ｚ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关系研究 高小涵　毛雨涵 毛翠云

３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４Ｚ 以创业基地促进文化创意企业创业网络构建

的研究
周巧梅 梅　强　李文元

３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５Ｚ 基于单片机调速的自动撒粉器的设计与制作 于晓慧　李伟鹏 刘秋生　申　彦

３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６Ｚ 小型“一站式公交车”线路优选研究———以

镇江为例
周荣慧 王邦兆

３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７Ｚ 关于江苏省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研究 张　溪　赵彬彬 朱乃平

３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８Ｚ 在校大学生创业融资模式研究－以江苏大学
为例

倪方平 陈永清

３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９Ｚ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进程测度与路径

创新
张　帆　朱　敏 陈海波

４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０Ｚ 晚清状元王仁堪镇江事迹调研 崔　焱 吴晓峰　王　勇

４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１Ｚ 高校“８０后”与“９０后”大学生课堂教学评教
比较实证研究

马晓彬　李　斐 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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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４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２Ｚ 法学视野下的异地高考和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赵　魏 高庆年

４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３Ｚ 基于声发射技术的预应力混凝土梁损伤监测

与识别试验研究
杨秉鑫　白志娟 石启印　操礼林

４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４Ｚ 奔驰威霆ＭＰＶ改装 朱高铎　倪　明 孙宁娜

４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５Ｚ 校园自行车停放系统设计 张　寒　尹小生 孙宁娜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１Ｚ 热成形模具温控系统的研发 省级重点项目 李建东
陈　炜
郭玉琴

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２Ｚ 小量程低成本高线性车用加速度传感器
研发

省级重点项目
刘小颖

吴亚东

王　权
任乃飞

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３Ｚ 基于机器视觉的镜片膜厚检测方法 省级重点项目
汤发全

蒋光平
姚红兵

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４Ｚ 一个３００Ｗ节能集鱼灯的设计 省级重点项目 朱琦
潘剑锋

张　星

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５Ｚ 太阳能建筑热湿独立控制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牛长强
王　谦
胡自成

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６Ｚ 炼钢无氟造渣采用废弃硼泥作助熔剂的渣
微结构与冶金性能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赵　钊
李　兵 王宏明

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７Ｚ 耐久易修复超疏水工程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李隆基 吉海燕

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８Ｚ 下转换材料掺稀土 ＫＹ（ＷＯ４）２薄膜的制
备与光谱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宋　成
赵亚冉

唐丽永

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０９Ｚ 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的车辆防盗系统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涂　琨
沈峥楠

江浩斌

马世典

１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０Ｚ 轮胎受压轮廓检测系统开发 省级重点项目 殷　 王国林

杨　建

１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１Ｚ 低分辨率生菜叶片病害图像识别方法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刘　枭 孙　俊

１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２Ｚ 基于ＰＳＣＡＤ／ＥＭＤＴＣ的电力系统谐波检测
和抑制方法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李秋燕

陈万锋
黄永红

１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３Ｚ 微生物发酵过程中温度的检测与控制 省级重点项目 夏婷婷
诸德宏

杜　怿

１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４Ｚ 基于云存储、ＥｘｔＪｓ和 Ｈｔｍｌ５的网页邮件系
统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吴谋星 马汉达

１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５Ｚ 基于开源技术的网络课程平台建设及移动
客户端开发

省级重点项目
施　佳
黄茹辉

朱　轶

１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６Ｚ 基于搜索引擎的校园舆论智能干预系统的
研究与设计

省级重点项目
郭　远
喻志浩

周莲英

许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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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１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７Ｚ 以壳聚糖为载体氯霉素分子印迹聚合物制
备及应用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董　皓
魏　斌 王　云

１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８Ｚ 肴肉中腐败微生物的控制技术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周　慧 徐　斌
肖　香

１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１９Ｚ 超声波辅助制备芝麻降血压肽关键技术的
开发

省级重点项目
王　干
白志杰

王振斌

２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０Ｚ 基于植物中异喹啉类生物碱药物分离／富集
的智能聚合物双水相溶剂浮选方法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胡耀元
倪　良
王　

#

２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１Ｚ 新型石墨烯基波导材料的制备及热光性能
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周巧兰 邱凤仙

２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２Ｚ 石墨烯／银系半导体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可
见光催化性能

省级重点项目 许玉玲
沈小平

周红波

２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３Ｚ 新型噻呋啉化合物的合成、光谱及电化学 省级重点项目
王　辉
肖晶晶

欧忠平

２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４Ｚ 入侵植物南美蟛蜞菊内生细菌的多样性及
其促生功能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王晓莹

赵宁宁

杜道林

戴志聪

２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５Ｚ 一种饮用水中痕量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的去
除方法

省级重点项目
汤冰清

仲文君
黄卫红

２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６Ｚ 高效催化成炭聚丙烯膨胀型阻燃体系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张星光 孔庆红

２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７Ｚ 关于再编程骨髓 ＭＳＣ向胃癌 ＭＳＣ转分化
的关键ｍｉＲＮＡｓ的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梁　炜 许文荣

王　梅

２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８Ｚ ＵＲＩ、ＲＭＰ对宫颈癌细胞化疗耐药行为的
影响

省级重点项目
陈亦扬

杜佳露

谷俊侠

吕耀娟

２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２９Ｚ ｐ６３基因变异体在小鼠骨与软骨细胞中差
异表达

省级重点项目
曹　红
高　燕

吕耀娟

郑其平

３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０Ｚ ＭＰＰ合剂的毒性试验及药效观察 省级重点项目
王　乐
包正阳

狄荣科

马　瑞

３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１Ｚ 基于植物代谢组学桑叶经霜前后次生代谢
产物表达差异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张魏琬麒

杨　君 欧阳臻

３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２Ｚ 桑黄黄酮类成分抗癌活性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杜　盼
师洪鹏

戈延茹

夏国华

３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３Ｚ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关系
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高小涵

毛雨涵
毛翠云

３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４Ｚ 以创业基地促进文化创意企业创业网络构
建的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周巧梅
梅　强
李文元

３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５Ｚ 基于单片机调速的自动撒粉器的设计与
制作

省级重点项目
于晓慧

李伟鹏

刘秋生

申　彦

３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６Ｚ 小型“一站式公交车”线路优选研究———以
镇江为例

省级重点项目 周荣慧 王邦兆

３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７Ｚ 关于江苏省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张　溪
赵彬彬

朱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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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３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８Ｚ 在校大学生创业融资模式研究———以江苏
大学为例

省级重点项目 倪方平 陈永清

３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３９Ｚ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进程测度与路径
创新

省级重点项目
张　帆
朱　敏 陈海波

４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０Ｚ 晚清状元王仁堪镇江事迹调研 省级重点项目 崔　焱 吴晓峰

王　勇

４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１Ｚ 高校“８０后”与“９０后”大学生课堂教学评
教比较实证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马晓彬

李　斐 石宏伟

４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２Ｚ 法学视野下的异地高考和教育公平问题
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赵　魏 高庆年

４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３Ｚ 基于声发射技术的预应力混凝土梁损伤监
测与识别试验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杨秉鑫

白志娟

石启印

操礼林

４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４Ｚ 奔驰威霆ＭＰＶ改装 省级重点项目
朱高铎

倪　明 孙宁娜

４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５Ｚ 校园自行车停放系统设计 省级重点项目
张　寒
尹小生

孙宁娜

４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６Ｙ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仪误差分析及补偿试验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赵　麟 张西凉

４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７Ｙ 新型节能环保吸尘器 省级一般项目 武贵斌 刘　栋

４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８Ｙ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奥氏体不锈钢的研究
开发

省级一般项目
朱晶晶

黄虎翼
吴晓东

４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４９Ｙ 乘用车麦弗逊悬挂系统的优化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马网俊

张金伟
朱茂桃

５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０Ｙ 基于Ｚｉｇｂｅｅ智能家庭控制系统 省级一般项目
江志成

余　文 徐雷钧

５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１Ｙ 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校车实时追踪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省级一般项目
马暄炜

孙启航
刘志锋

５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２Ｙ 水声传感器网络ＱｏＳ拓扑控制技术的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马理镜

严轶锋
熊书明

５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３Ｙ 宏基因组木糖醇脱氢酶基因的克隆与高效
表达

省级一般项目
王　秀
曹　帧 齐向辉

５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４Ｙ 含氟咔咯配合物的合成、表征及催化性能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李俊文

崔丽丽

朱卫华

路桂芬

５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５Ｙ 动力燃料电池用钯基电催化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刘　洁
万　靖

陈　敏
姜德立

５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６Ｙ 水动力模型的开发 省级一般项目 李书伟 解清杰

５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７Ｙ 环境样品中痕量雌激素的分离／检测新方法 省级一般项目
周振宇

郭庆国
徐婉珍

５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８Ｙ ｍｉＲ１４６ｂ在间质干细胞介导的顺铂诱导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孙　艳
杨　芳

钱　晖
严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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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５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５９Ｙ 催化盾叶薯蓣皂苷产生薯蓣皂苷元过程中
关键水解酶的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尹华武

旦增卓嘎

杨　欢
沈玉萍

６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０Ｙ 江苏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状况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王文洁

郭蕙臖
郭龙建

６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１Ｙ 我国石油进口的贸易方式的选择分析 省级一般项目 郭琳琳 鄢　军

６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２Ｙ 就业难背景下的大学生创业的法律问题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张　淞 方晓霞

６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３Ｙ 激光高频超声技术检测黏弹性薄膜力学参
数的数值与实验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胡欣智

王君彦
孙宏祥

６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４Ｙ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亲情教育问题的研究
报告

省级一般项目
吕　顺
寇　利 茅海燕

６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５Ｙ 餐余打包系统设计 省级一般项目
王　宇
张　静 李明珠

６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６Ｘ 机动式超高压道路清洗车的研发 省级指导项目
尹振琪

周　敏
顾寄南

陈　波

６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７Ｘ 基于特征导波的特种设备焊缝缺陷无损检
测机理及系统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李　恒 许桢英

孙智权

６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８Ｘ 基于加速度的联合收割机故障诊断装置的
设计

省级指导项目 唐昌谋 陈　进

６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６９Ｘ 声磁耦合 ＤＭＲ法原位生成 Ａｌ２Ｏ３／Ａｌ纳米
复合材料制备技术的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虢兴洋
刘满平

焦　雷

７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０Ｘ ＴｉＯ２／Ｇｒａｐｈｅｎｅ复合薄膜的制备及可见光催
化特性

省级指导项目
王晴晴

徐　亮 孟献丰

７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１Ｘ 含金属芯纳米压电纤维的结构及其力电耦
合特性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周明灯

杨　松 陈彩凤

７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２Ｘ 点光源跟踪系统 省级指导项目
曹毅超

蒋　涛 李天博

７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３Ｘ 智能电梯控制系统模型 省级指导项目 胡　钊 张　超

７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４Ｘ 基于ＦＤＴＤ的一维时变等离子体中电磁波
传播特性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任　云
朱　婷 杨利霞

７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５Ｘ 基于汽车 ＬＥＤ前照灯无线通信 ＥＴＣ系统
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诸葛恒丹

李纪斌

朱　娜
江晓明

７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６Ｘ 芡实外壳提取物免疫活性及其机理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谭仁可

韦　瑶
王　亮
蔡梅红

７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７Ｘ 拟南芥分枝定向基因（ＢＯＤ１）克隆与分子
机制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朱田军

赵宁宁
刘天磊

７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８Ｘ 干旱胁迫下玉米碳酸酐酶变化与光合作用
的关系

省级指导项目
陈　梅
陈　? 孙卫红

７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７９Ｘ 钨酸盐离子液体模板合成的介孔材料催化
氧化柴油脱硫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王　鹏
周　婷

朱文帅

许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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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０Ｘ 基于ＤＮＡ纳米银荧光探针的合成及运用 省级指导项目 杨　欢 陈秋云

高　静

８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１Ｘ ＫＬ型分子筛催化甲苯选择性氯化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李继泰
殷恒波

王爱丽

８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２Ｘ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资源化系统开发 省级指导项目
张　云
时杰华

赵如金

８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３Ｘ 脉冲放电等离子体修复 ＰＯＰｓ重金属复合
污染土壤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吕　坤 王慧娟

８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４Ｘ 独角莲块茎提取物抗肿瘤活性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董　燕
金晨曦

郭　齐
许化溪

８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５Ｘ 医学生人文教育缺失及对策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杨　雪
朱程鹏

朱立新

黄新建

８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６Ｘ 可见光驱动氧化锌靶向纳米粒构建及抗肝
癌分子机制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虞　倩
陈　迪 徐秀泉

８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７Ｘ 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挑
战及解决对策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杨　焘 陈樱花

８８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８Ｘ 影响当代大学生课堂听课效率因素的调查
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张恒阳

汪克浪
李国昊

８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８９Ｘ 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关键因素与长效
机制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黄潇雯

张　烨 刘　洁

９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０Ｘ 大学生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李冉冉 王春林

９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１Ｘ 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与追责问题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何文霞 陈士林

９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２Ｘ 微带天线中的近零折射材料的实现与应用 省级指导项目 李　宽 王纪俊

９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３Ｘ 大学生面对网络舆论心理特征分析 省级指导项目
毛月婷

沈凌洁
李文宏

９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４Ｘ 中日饮食文化差异之比较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范艳芬

周杰玉露
王　莹

９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０９５Ｘ 镇江市三山照明及水景设计动画表现 省级指导项目 费文倩 石海啸

nop;c

综述

２０１３年是落实“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
的关键之年。研究生院紧密围绕年初学校

党政工作要点确定的目标任务，以召开学科

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大会为契机，以加强学科

内涵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为主线，以

创新举措、建章立制为重点，开拓奋进、锐意

进取，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博士后工作】　博士后进站人数和获批博
士后基金取得新突破。全年招收博士后

１２２人，其中全脱产１２人，外籍自筹招收１
人（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企业联合招收

２６人（工作站招收１１人，创新基地联合招
收１５人）；出站４４人。博士后各项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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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获批总数及资助经费创历史新高，共获国

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１１项（未含企业申
报４项），国家博士后面上项目６２项，项目
总数位列全国第１７位、全省第２位，江苏省
博士后基金项目３９项（未含企业申报６项）
项目总数位列全省第 ４。各类资助经费达
８５０．５万元，较去年提高１２．５％。
【招生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考
试院招生政策规定，不断适应社会对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进一步调整我校研究生招收结

构，加大招考工作改革力度，研究生生源质

量得到较大提高；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考生，

坚持依法治考，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良好信

誉，顺利完成了２０１３年度招生宣传、报名、
考试、评卷、复试、录取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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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单位和

考务管理优秀报考点。经过校院两级的共

同努力，２０１３年我校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 １９２５人（其中学术型 １１１０人，占
５７．７％；本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５０７人，占录
取总人数的２６．３％），第一志愿上线人数首
次超过招生规模。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５６人，
其中全脱产人员８０人，比例为５１．３％，比去
年提高了 ２１．７％。另外，招收港澳台研究
生７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２人。为促进学
科、学位点建设水平的提高，优化博士生招

生资源调配，出台了《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

招生改革办法（试行）》，增加了优秀博士生

导师自主招生类别，并按以学术投入产出比

和培养条件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招生计划分

配体系对２０１４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进行
了分配。同时，结合学科梳理，修订２０１４年
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时，大力推

行按一级学科招生。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

神，以推荐免试和自主选拔方式，录取４１名
２０１４级博士生。并配合教务处完成了１８２
名硕士生和１１名农村教育硕士的推荐免试

工作。２０１４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规模的增量
大约为３％左右，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增量大
约为２．２％。在安排硕士招生计划时，新增
部分全部用于专业学位招生，同时，按不少

于５％的比例减少学术学位招生人数，减出
的部分也全部用于专业学位招生。我校今

年录取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占录取总人

数的４２．３％。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全国
２０１４年硕士生报考人数比去年有所下降，
我省报考人数降幅 ７．４％。今年全国报考
我校硕士生的人数为５３７０人，比去年减少
３５５人，降幅６．２％。本校应届毕业生中有
８１２人报考本校，占毕业生总数的１４．８％。
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４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考试镇
江地区报考点的报名工作，我校考点共接受

５６３１名考生报名，涉及全国２３１家招生单
位，其中我校应届毕业生１９６９人，占全校
应届毕业生总数的３６％。
【培养工作】　为深化研究生校、院两级管
理，调动学院、导师及研究生任课教师从事

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形成科学的研究生培

养经费分配体系，进行了培养经费分配体系

改革，出台了《江苏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

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改革以深化两级管理

和坚持质量优先为导向，培养经费均按各学

院人数进行整体核算，遵循包干使用、学院

统筹、超支不补的原则。继续深入开展硕士

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多次召开座谈

会，不断听取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了研

究生英语教学改革方案。继英语教改后，又

推出了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教学改革，拟定了

我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和

实施方案”，方案中对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

和考核手段都进行了改革，更多地采用了互

动式、研讨式、分组讨论式及分组进行社会

实践形成实践报告等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锻炼研究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同

时启动了数学类课程的教学改革，调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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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了部分博士点学院，进一步深入了解学

生、导师及科研团队的数学教学需求，为后

续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些课程教学方式方

法的改革试点，推动了研究生教学从知识传

授向能力提升转变。组织各学院以“与科研

挂钩、与培养质量挂钩、设定上限”为原则，

制定了《各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双选的原则

和实施细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导师指导

研究生经费相对充足，数额分配相对合理，

从导师聘用角度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组

织开展了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的

评选和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推荐工作，共

推荐申报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创新计划 １４２
项，获批１２０项，其中省立省助６０项、省立
校助６０项；获批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课题９个，资助项目３项，立
项项目６项，获批省项目总数超额完成了预
期目标，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被国家

教育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立项，

我校成为国家首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改革试点高校之一。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换

届工作顺利开展，进一步发挥了督导组围绕

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开展监督和指导工作

的监督指导作用，不断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

水平。按照教育部、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

完成了２０１３级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及所有在
校生学年注册工作，有效实现了在校生数据

库的动态管理。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３年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指导经费划拨工作。

２０１３年共毕业博士研究生 １０７人，硕士研
究生 １６９７人（其中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１４０８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１７２人，双
证ＭＢＡ１１７人）。
【学历学位工作】　１．２０１３年，我校获全国
优博提名奖２篇，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３篇
（限报５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１０篇（限
报１５篇），并通过开展年度校优秀研究生学

位论文评选工作，评选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１６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５２篇。２．继续
借助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

“学位论文网上评议开放平台”对所有博士

学位论文及拟申请优秀论文的硕士论文进

行送审和评阅，进一步扩大了“盲审”专家

范围，提高了送审效率，为进一步提高研究

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３．根据《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
办法（试行）》，经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选、表决，从１４位申
报者中遴选出了２０１３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培育候选人５名，并将５名候选人的基本
情况、科研、成果情况在网上进行了公示。

４．强化服务意识，将博士研究生学位工作
咨询座谈会常态化（每学年举行一次），对

所有拟毕业博士生进行学位论文工作及学

位授予申请具体环节、手续和要求的培训。

５．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６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６日召开校学位委员会，共授予博士学位
１１１人，各类硕士学位２０１５人［其中全日制
学术型硕士１４０８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２９２人（含工程１１７人，临床医学 ５４人，工
商管理１２１人）、单证工程硕士２４２人、单证
工商管理硕士４０人，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
士１６人，同力硕士１７人］。６．为完善我校
学位论文管理规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

据教育部颁布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精神，制定了《江苏大学关于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及

学位授予工作的新要求，以教育部学科评估

指标体系和ＥＳＩ排名为导向，根据不同学位
类别细化学位授予标准；修订了《江苏大学

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

定》；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修订了《江苏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评选推荐办法》，全面提高推荐条件和工作

要求。７．我校成为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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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单位，施卫东副校长

当选为理事；５月２９日，江苏省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南京召开，施卫东副校长当选为第一届理事

会副会长。

【专业学位工作】　１．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３年
度单证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工作，共

录取各类单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８２４人
（其中工程硕士７９８人，ＭＢＡ２６人）。２．针
对一些领域非学历工程硕士录取规模急速

增大，导师、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培养质量普

遍不高的现状，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在个别

工程领域率先试行“团队指导”模式，积极

引导年轻教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因需施教，

培养真正满足社会、企业需求的人才。

３．做好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申办工作。和相
关学院共同完成了５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的申办工作，共招学员２００余人。国家决定
自２０１４年起，不再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４．继２０１２年农业工程领域开始被停招后，
今年由于光学工程领域连续三年没有招生，

也自２０１３年起开始被停招。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类别

１ 代宝珍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６１ 周绿林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２ 王从彦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５９ 杜道林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３ 苏文佳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５８ 程晓农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４ 朱永跃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３６０ 马志强 ２０１３．１．８ 企业联合

５ 李传勋 力学 １２４３５７ 陆建飞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６ 张　锐 力学 １２４３３１ 陆建飞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７ 贾晓华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３０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８ 向　军 机械工程 １２４３７０ 沈湘黔 ２０１３．１．８ 企业联合

９ 周　瑞 机械工程 １２４３７１ 冯爱新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１０ 胡红梅 机械工程 １３４３６３ 周建忠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１１ 韩志湘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６２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１２ 苗　晴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２９ 姚洪兴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１３ 韩　松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３２８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１４ 周存山 农业工程 １２４９１０ 黄星奕 ２０１３．１．２１ 自筹

１５ 李　芳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９１１ 仰榴青 ２０１３．１．２１ 自筹

１６ 曾　昆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９１３ 杜道林 ２０１３．１．２１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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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类别

１７ 朱凤霞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４９１４ 李华明 ２０１３．１．２１ 自筹

１８ 史　宏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４９１５ 谢吉民 ２０１３．１．２１ 自筹

１９ 尹必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４９００ 刘胜吉 ２０１３．１．２１ 企业联合

２０ 张学荣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２５７７５ 江浩斌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１ 王　强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２５７７０ 马海乐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２ 石吉勇 农业工程 １２５７７１ 邹小波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３ 孙太任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５７７４ 刘国海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４ 何惊华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５７７３ 闫永胜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５ 王秀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５７７２ 易中懿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６ 彭　振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０２７ 王雷刚 ２０１３．３．２６ 自筹

２７ 赵爱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２３７ 杜建国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２８ 李文鹣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２３８ 梅　强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２９ 葛道晗 机械工程 １２６２４０ 任乃飞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３０ 罗佳露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２４１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３１ 陈　香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２４２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３２ 郭　奇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２４３ 许化溪 ２０１３．４．２ 自筹

３３ 唐爱坤 机械工程 １２６２４４ 潘剑锋　吴相文 ２０１３．４．２ 企业联合

３４ 李　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６２８４ 施卫东 ２０１３．４．２ 企业联合

３５ 沈春根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６８０８ 王贵成 ２０１３．４．１９ 自筹

３６ 张　军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８２６ 赵德安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３７ 童珊珊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８２７ 余江南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３８ 尹　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６８２８ 李华明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３９ 罗开玉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６８２９ 施卫东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４０ 韩江义 机械工程 １２６８３０ 高　翔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４１ 樊玉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８３１ 周建忠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４２ 温修春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８３２ 马志强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４３ 黄　舒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６８３３ 周建忠 ２０１３．４．２２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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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类别

４４ 朱　强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３２６ 李长生　王忠英 ２０１３．５．１５ 企业联合

４５ 屈　建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２７３２７ 王　谦　郭宏新 ２０１３．５．１５ 企业联合

４６ 於　鑫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３２８ 刘国海 ２０１３．５．１５ 自筹

４７
Ｓａｍｂｈａｊｉ
Ｓｈｉｖａｊｉ
Ｓｈｉｎｄｅ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３２９ 谢吉民 ２０１３．５．１５ 自筹

４８ 李　渊 电气工程 １２７３３３ 全　力 ２０１３．５．１５ 自筹

４９ 刘　栋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３３４ 施卫东 ２０１３．５．１５ 自筹

５０ 董　亮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８２４ 刘厚林 ２０１３．５．３１ 自筹

５１ 姜　震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９０６ 詹永照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２ 李夜平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９０７ 程晓农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３ 骆　寅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９０８ 袁寿其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４ 李美清 农业工程 １２７９０９ 吴沿友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５ 薛兆历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９１０ 欧忠平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６ 田　飞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９１１ 施卫东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７ 党胜春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２７９１２ 沈湘黔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８ 胡自成 机械工程 １２７９１７ 任乃飞 ２０１３．６．３ 自筹

５９ 王　琰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２８８６０ 马海乐 ２０１３．６．２４ 自筹

６０ 丁青芝 农业工程 １２８８６２ 蔡建荣 ２０１３．６．２４ 自筹

６１ 焦文瑞 机械工程 １２８８６５ 王存堂　潘正东 ２０１３．６．２４ 自筹

６２ 戴继生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２８８６７ 赵德安 ２０１３．６．２４ 自筹

６３ 李洪昌 农业工程 １３０６５３ 李耀明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４ 华周发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０６５５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５ 顾　巍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０６５８ 闫永胜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６ 季　颖 机械工程 １３０６５９ 王亚伟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７ 潘振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０６６１ 潘剑锋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８ 郝　勇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０６６３ 陈　斌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９ 苏建新 机械工程 １３０８８４ 邓效忠 ２０１３．７．１９ 企业联合

７０ 王　仁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１４９１ 邵蔚蓝 ２０１３．８．１ 自筹

７１ 徐晓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１４９２ 袁寿其　胡志超 ２０１３．８．１ 企业联合

７２ 孙　俊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３４９８ 刘国海　丁　力 ２０１３．９．２９ 企业联合

７３ 伍茂松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３５００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

（２０１４）

１４２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类别

７４ 裴　吉 机械工程 １３３５０１ 袁寿其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７５ 周　虎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３５０２ 沈小平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７６ 郑佳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３５０３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７７ 王承克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３５０５ 王　坤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７８ 周华伟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３３５０６ 陈　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７９ 汪少华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３３５０７ 陈　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８０ 何文森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５０ 马海乐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１ 郭　顺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５１ 程晓农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２ 许广举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３４９５２ 何　仁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３ 叶　洋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５３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４ 张　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４９５４ 李春香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５ 朱刚兵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５６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６ 李宏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４９５８ 李华明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７ 张　铭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５９ 王　谦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８ 王　攀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６０ 乔冠军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８９ 沈继峰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６１ 刘国海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９０ 方国昌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３４９６２ 田立新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９１ 杨海生 机械工程 １３４９６３ 夏长高 ２０１３．１１．４ 自筹

９２ 肖立松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０５ 闫永胜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３ 徐远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６００６ 李华明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４ 王君礼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０７ 程晓农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５ 金卫凤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０８ 王亚伟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６ 王秀礼 机械工程 １３６００９ 袁寿其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７ 霍书豪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１２ 马海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８ 邹　彬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１３ 黄星奕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９９ 韩新月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６０１４ 王　谦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０ 沈海俊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１５ 沈湘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１ 周正嵩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１６ 姚冠新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２ 衣卫京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６０１７ 王军锋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３ 肖梦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６０１８ 袁寿其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４ 张存胜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１９ 马海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ijk

１４３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类别

１０５ 贾和坤 电气工程 １３６０２０ 全　力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６ 夏先伟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１ 田立新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７ 申　彦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２ 朱玉全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８ 全守杰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３ 马志强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０９ 肖　璐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４ 范　明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０ 吴　燕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５ 许文荣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１ 饶德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６ 沈湘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２ 张　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７ 董明东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３ 陈贝贝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８ 李长生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４ 靳黎娜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２９ 董明东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５ 汪　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３６０３０ 董明东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自筹

１１６ 李丽霞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３７２０８ 吴向阳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１７ 李燕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７２０９ 袁寿其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１８ 韩　豫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３７２１２ 梅　强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１９ 刘满成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３７２１３ 路正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２０ 杨文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３７２１４ 施卫东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２１ 柯　佳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３７２１６ 詹永照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１２２ 梁　晨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３６６００ 王国林 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企业联合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类别

１ 付为国 农业工程 ５５５６７ 李萍萍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 ２０１３．５．３１ 自筹

２ 王安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６５４７０ 赵玉涛 ２００８．４．２４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３ 许桢英 机械工程 ６７７２０ 张永康 ２００８．７．１５ ２０１３．１．１７ 自筹

４ 唐丽永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７１４５３ 沈湘黔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０１３．３．６ 企业联合

５ 陈彩凤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７１４５４ 骆　英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６ 杨启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７１８７９ 陈　龙 ２００９．１．４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７ 陈全胜 农业工程 ７３１５６ 赵德安 ２００９．３．２０ ２０１３．１１．３ 自筹

８ 王振斌 农业工程 ７３１５９ 李萍萍 ２００９．３．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９ 刘艳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７３９１１ 闫永胜 ２００９．４．２８ ２０１３．７．２９ 自筹

１０ 田红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７６０２８ 梅　强 ２００９．７．２ ２０１３．１．１７ 自筹



%&'()*

（２０１４）

１４４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合作导师 进站时间 出站时间 类别

１１ 武小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７６０２９ 赵杰文 ２００９．７．２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１２ 王　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７６５５１ 闫永胜 ２００９．７．９ ２０１３．７．２９ 自筹

１３ 崔熙贵 机械工程 ７８５３２ 程晓农 ２００９．９．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１４ 崔承云 机械工程 ７８５３４ 张永康 ２００９．９．９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１５ 王宝玺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７９２０３ 范　明 ２００９．９．２９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１６ 蒋小平 农业工程 ７９２０７ 施卫东 ２００９．９．２９ ２０１３．１．１７ 自筹

１７ 汤　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７９２７２ 刘胜吉 ２００９．１０．９ ２０１３．３．１３ 企业联合

１８ 闵春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８０９４０ 沈湘黔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２０１３．１１．１３ 企业联合

１９ 林　琳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８０９４３ 沈湘黔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２０１３．４．１７ 自筹

２０ 任旭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１６４５ 袁寿其 ２０１０．１．７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２１ 李亚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８１６４７ 程晓农 ２０１０．１．７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２ 孙桂芳 机械工程 ８２５４６ 张永康 ２０１０．３．３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２３ 段玉清 农业工程 ８２９１４ 闫永胜 ２０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２４ 陈银飞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８２９１５ 陈丽珍 ２０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３．１３ 自筹

２５ 李桂荣 机械工程 ８２９１８ 许晓静 ２０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３．４．１６ 自筹

２６ 杨冬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３４２５ 邱凤仙 ２０１０．４．１３ ２０１３．１．８ 自筹

２７ 王英惠 机械工程 ８５０８４ 任乃飞 ２０１０．６．２５ ２０１３．９．２９ 自筹

２８ 李　强 交通运输工程 ８５０８６ 何　仁 ２０１０．６．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２ 自筹

２９ 马如宇 机械工程 ８５０８７ 张永康 ２０１０．６．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３０ 杨志贤 机械工程 ８５０８８ 张永康 ２０１０．６．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３１ 蒋银花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６９９０ 倪　良 ２０１０．８．３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３２ 袁朝春 机械工程 ８７０７０ 陈　龙 ２０１０．８．３ ２０１３．５．１７ 企业联合

３３ 孙　璐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８８８６２ 田立新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 自筹

３４ 孟素慈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８８８６４ 谢吉民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８．１ 自筹

３５ 朱建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８８６５ 谢吉民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８．１ 自筹

３６ 王　
#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８８６６ 闫永胜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３７ 任　乾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８８８６９ 陈克平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６．２５ 自筹

３８ 麦维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０５５８ 陈克平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２ 自筹

３９ 陈慧卿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９０５６０ 周　明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２ 自筹

４０ 宫　燃 机械工程 ９２７６５ 葛如海 ２０１１．３．２ ２０１３．４．１７ 自筹

４１ 谢方伟 机械工程 ９３３７３ 杨　平 ２０１１．３．２２ ２０１３．７．１７ 自筹

４２ 刘云建 交通运输工程 ９３４１２ 陈　龙 ２０１１．３．２３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企业联合

４３ 路桂芬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９４４７２ 欧忠平 ２０１１．５．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４４ 宋术岩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９５５５８ 闫永胜 ２０１１．６．２４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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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

１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４沈　权 札幌病毒的受体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２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５杨　进 聚电解质纳米复合超疏油薄膜的构

筑及性能调控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３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６尹必峰 喷油嘴超高压微细喷孔流动特性及

雾化机理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４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７李传勋 考虑非达西渗流和应力历史影响的

软土固结理论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５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８朱凤霞 金属基离子液体可控合成介孔材料

用于氧化燃油脱硫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６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３９刘俊萍 不同因素对全射流喷头喷洒水滴运

动规律的影响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７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４０潘建明 响应性多孔／中空印迹材料选择性
分离／富集菊酯类农药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８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４１杨　欢 五种动物药鉴定中标志蛋白和多肽

特征识别物的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９ 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２４２代宝珍 基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老年居民

慢性病管理机制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３批 ８

１０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７５张珍花 新时期中国主要能源价格风险度量

与风险规避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１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７６周红波 基于三价锰席夫碱簇一维化合物的

合成，结构和磁性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２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７７丁丽娜 Ｎ乙酰基高丝氨酸内酯在植物耐盐
性中的功能分析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３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７８张海方 伤寒沙门菌高渗应激下 ｎｃＲＮＡｓ参
与ＲｐｏＥ负向调节作用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４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７９姜顺明 基于听觉信息传感的车辆噪声声品

质分布智能有源控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５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０景茂祥 纳米复合柔性透明导电膜微结构及

摩擦磨损行为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６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１刘杨先 基于喷淋塔的 ＵＶ／Ｈ２Ｏ２高级氧化
同时脱硫脱硝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７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２张启华 离心泵内细长颗粒的运动及其取向

分布的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８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３韩　牟 利用ＱｕａｓｉＤｙａｄｉｃ纠错码构造身份
基公钥加密方案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１９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４韩　娟 基于黄酮类物质提取的双水相分离

体系的构建及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０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５贾晓华 新型纳米碳基异质结构材料的构筑

及气敏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

（２０１４）

１４６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

２１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６林　雪 内分泌干扰物高效降解的钛酸铋系

催化剂的制备及性能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２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７梅　琳 不同 ＰＵＦＡ构成比对 ＮＯＤ小鼠免
疫调节及降糖作用机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３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８孙　俊 功能化磁性纳米载体的制备及其与

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４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８９杨艳华 水稻籼粳分化相关蛋白的功能研究

及应用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５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９０王　华 幽门螺杆菌 ＩＶ型分泌系统 ＣａｇＸ、
ＣａｇＩ及ＣａｇＱ蛋白功能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６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９１张　文 新发基因 ＩＩＩ型戊肝病毒分子进化
及流行趋势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７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９２闫景坤 可德兰硫酸酯溶液构象与抗 ＨＩＶ１
活性的构效关系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８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９３金　帅 系统演化视角下排污权初始分配机

制优化设计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２９ 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２９４李　真 基于战略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工程

团队合作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３批 ５

３０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１於　鑫 随机非线性系统控制问题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１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５杜凤移 多功能聚氨基碳量子点的制备及其

生物医学的应用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２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０刘　栋 壁面结构对环隙内流动稳定性及传

热过程影响机理的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３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１８向　军 铁磁／铁电复合陶瓷纳米纤维的可
控构筑与吸波性能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４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１９屈　健 梯度能表面作用下硅基微型脉动热

管运行机理及传热强化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５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１７黄　舒 镍基合金激光喷丸诱导残余压应力

的高温疲劳松弛机理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６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１６申红星 幽门螺杆菌ＩＶ型分泌系统ＣａｇＧ和
ＣａｇＺ蛋白功能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７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１５薛兆历 三元卟啉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电催

化性能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８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６郭　齐 丹皮酚与芍药苷配伍抗心肌缺血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调控机制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３９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３陈　香 荧光磁性分子印迹材料选择性识别

菊酯类农药及机理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４０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４李　芳 糖尿病大鼠对丙烯腈神经毒性的易

感性及其机制研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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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

４１ 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４２２石吉勇 高光谱图像技术诊断氮磷钾镁亏缺

初期黄瓜叶片缺素症状
国家一等 第５４批 ８

４２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６刘　哲 基于非参数正交多项式及粗糙集的

医学图像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３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５孙太任 移动机器人有限时间视觉编队控制

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４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８吕翠红 量子光学表象与变换理论及其在光

学相关器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５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９赵新宏 ＣｕＯ（Ｃｕ２Ｏ）ＺｎＯＡｇ纳米结构光电
转换特性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６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４李　伟 风能离心泵瞬态流场结构与能量转

换机理的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７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３倪培永 群孔式喷嘴雾化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８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２孟献丰 中空碳基磁性纳米复合纤维及其在

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４９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１侯秀丽 稀土镁合金塑性加工中的再结晶行

为与织构演变规律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０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０耿　飞 基于阳离子交换的聚乙烯苄基磺酸

接枝氟膜的制备及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１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７张学荣 安全气囊展开引起离位儿童损伤机

理及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２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６曾　昆 环境激素三氯生对斑马鱼的生殖生

态毒性及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３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４韩志湘 高效 ＦＲＥＴ比率荧光探针设计、合
成及其细胞内成像应用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４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３江红莉 国际碳金融市场风险测度及传染效

应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５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０５张新爱 乳制品中大肠杆菌电化学免疫传感

检测及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６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２３朱永跃 上下级代际冲突及其对员工敬业度

的影响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７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２２朱乃平 煤电行业碳捕集封存项目的投资价

值评估与风险防控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８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２１周存山 超临界 ＣＯ２／功能离子液催化体系
构建及其催化特性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５９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８许　海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对斑马鱼胚胎的

免疫损伤及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６０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２０刘荣荣 低Ｃ／Ｎ比氨氮养殖废水亚硝化 －
厌氧氨氧化脱氮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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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

６１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７王秀红 大田作物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知识

产权战略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６２ 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６１９尹　盛 基于类石墨烯氮化碳复合材料的合

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第５４批 ５

６３ ２０１３Ｔ６０４９８ 王武年
我国优秀运动员人力资本贬值及其

职业危机治理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４ ２０１３Ｔ６０４９９ 王　俊 半经典椭圆形方程组中基态解问题

的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５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０ 孟素慈
两类典型的 ＤπＡ体系溶剂化显
色效应的理论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６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１ 施伟东
钽基等离子体可见光分解水制氢催

化剂的可控制备及性能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７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２ 谢方伟
旋转界面间油膜动力波动与突变行

为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８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３ 张忠强
水－碳纳米管电控可调速纳米传动
流体器件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６９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４ 朱孝勇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无刷化永磁

式行星齿轮电机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７０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５ 王　俊 低温微波辐射协同微流控酶催化定

向合成异槲皮苷的机理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７１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６ 夏杰祥
碳量子点／卤化氧铋材料的构筑及
其增强光催化活性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７２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７ 王　政 甘蓝型油菜ＭＰＫ４靶基因的鉴定及
其抗菌核病功能分析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７３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８ 苏兆亮
ＨＭＧＢ１调节 ＥＡＭ小鼠 Ｍφ分化／
极化的分子机制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１５

７４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０９ 林　颢 不同储存期食醋气味色敏材料的获

取及反应机理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从

地方

申报

７５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１０ 徐　斌 微波对小麦胚芽中耐热膜结合脂肪

酶的界面扰动机制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从

地方

申报

７６ ２０１３Ｔ６０５６３ 胡　杰 带有光控分子开关的职能纳米反应

器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从

地方

申报

７７ ２０１３Ｔ６０６４８ 崔凤杰
灰树花菌丝体多糖复合物合成途径

及调控机制的研究
特别资助 第六批

从

地方

申报



:ijk

１４９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合

作申报企

业名称）

１ １３０１００１Ａ 尹　盛 功能化离子液体／电化学聚合脱除燃油中
有机硫的研究

Ａ 省第一批 ８

２ １３０１０１９Ａ 罗开玉
核电泵关键部件高温激光冲击抗腐蚀延寿

技术及作用机制
Ａ 省第一批 ６

３ １３０１０１２Ｂ 樊玉杰
高速钢切削刀具表面激光微冲击改性机制

及工艺研究
Ｂ 省第一批 ５

４ １３０１０４４Ｂ 孙太任
动态受限的多机器人领航—跟随编队控制

研究
Ｂ 省第一批 ４

５ １３０１０４５Ｂ 王　强 围生期暴露双酚 Ａ通过雌激素受体对子
代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损伤作用

Ｂ 省第一批 ４

６ １３０１０４６Ｂ 韩　松 可见光驱动型 Ｂｉ２Ｏ３／ＴｉＯ２纳米管阵列光
电催化降解水中微囊藻毒素的研究

Ｂ 省第一批 ４

７ １３０１０４７Ｂ 韩志湘
通用型ＴＢＥＴ比率荧光传感平台构建及其
生物成像应用

Ｂ 省第一批 ４

８ １３０１０６７Ｂ 张　锐 基于应变局部化理论的高土石坝坝坡稳定

研究
Ｂ 省第一批 ３

９ １３０１０４７Ｃ 葛道晗
二维硅基微纳复周期光子晶体制备及光学

特性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２

１０ １３０１０４８Ｃ 苏　波 建筑结构风场模拟的新型稳定流体有限元

算法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２

１１ １３０１０４９Ｃ 苏文佳
基于多场耦合和化学反应的蓝宝石中气泡

的形核和输运机理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２

１２ １３０１０５０Ｃ 张彭岗 微狭缝空间内缓燃向爆震转捩机理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２

１３ １３０１０５１Ｃ 石吉勇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黄瓜叶片氮磷钾镁

元素亏缺初期诊断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２

１４ １３０１１４０Ｃ 倪　忠 无固定结构蛋白催化机制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１５ １３０１１４１Ｃ 钱　静 多功能纳米生物探针研制及典型真菌毒素

可视化检测新方法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１６ １３０１１４２Ｃ 沈　权 人／猪戊肝病毒外壳蛋白核心功能区相互
作用蛋白的筛选、鉴定与比较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１７ １３０１１４３Ｃ 蔡国斌
类石墨烯基异质结光催化材料的控制合成

及其降解有机污染物性能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１８ １３０１１４４Ｃ 刘俊萍
多因素影响下全射流喷头水滴运动及分布

规律及试验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１９ １３０１１４５Ｃ 孟庆峰
多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态防范策略研

究：基于信息演化视角
Ｃ 省第一批 １

２０ １３０１１４６Ｃ 代宝珍
江苏省农村老年参合居民慢性病管理机制

及实施路径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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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合

作申报企

业名称）

２１ １３０１１４７Ｃ 姜顺明
基于听觉感知的车辆噪声声品质分布智能

有源控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２２ １３０１１４８Ｃ 卜　敏 基于散射光强与相位的双通道白细胞亚类

的识别方法的研究
Ｃ 省第一批 １

２３ １３０２０１３Ａ 丁青芝
基于多维特征分析的蜂胶品质评价及鉴伪

关键技术研究
Ａ 省第二批 ６

２４ １３０２０２４Ｂ 杜　敏 撞击流内液滴碰撞后续发展行为研究 Ｂ 省第二批 ４

２５ １３０２０２５Ｂ 潘振华 旋转爆轰自持传播及失稳机理研究 Ｂ 省第二批 ４

２６ １３０２０２６Ｂ 骆　寅 基于工况流态识别的离心泵经济可靠运行

信息特征的提取与识别
Ｂ 省第二批 ４

２７ １３０２０９３Ｂ 王秀红
主要作物生产机械化技术创新专利战略决

策研究
Ｂ 省第二批 ３

２８ １３０２０９４Ｂ 季　颖 神经元放电活动节律模式与其光学成像相

位特征之间的关系
Ｂ 省第二批 ３

２９ １３０２０９５Ｂ 王　仁 ＬＰ（ａ）诱导 ＥＰＣ自噬性死亡 ｍｉＲＮＡ筛选
及其靶基因分析

Ｂ 省第二批 ３

３０ １３０２０９６Ｂ 党胜春
多功能羟磷灰石纳米探针在胰腺癌早期诊

治中的应用研究
Ｂ 省第二批 ３

３１ １３０２０９７Ｂ 何美玲
基于可靠性理论的汽车物流服务供应链成

员选择与协调
Ｂ 省第二批 ３

３２ １３０２０５６Ｃ 赵爱武 公众参与下企业环境行为演化路径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２

３３ １３０２０５７Ｃ 王　琰 基于宏基因组学的猪链球菌噬菌体裂解酶

的筛选和定向进化
Ｃ 省第二批 ２

３４ １３０２０５８Ｃ 杨世兴 不明病因腹泻儿童新型致病病毒的发掘 Ｃ 省第二批 ２

３５ １３０２０５９Ｃ 温修春
高房价背景下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反思与重

构———基于供应链视角
Ｃ 省第二批 ２

３６ １３０２１０８Ｃ 刘文光
自励式缓速器发电缓速机理及与主制动器

联合制动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５

３７ １３０２１５１Ｃ 李　芳 ＣＹＰ２Ｅ１在糖尿病对丙烯腈致神经损伤易
感性改变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

３８ １３０２１５２Ｃ 周存山
基于绿色催化体系构建食品加工副产物糖

类资源化利用
Ｃ 省第二批 １

３９ １３０２１５３Ｃ 薛兆历 锰三元卟啉配合物的合成与催化性能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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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备注（合

作申报企

业名称）

４０ １３０２００４Ａ 戴继生
能效优先的绿色ＭＩＭＯ系统能量分配策略
的研究

Ａ 省第二批 ７
阳立电子

（苏州）有

限公司

４１ １３０２０３６Ｂ 徐晓明
车用动力电池冷却系统热流场的协同分析

及机理研究
Ｂ 省第二批 ４

农业部

南京农业

机械化

研究所

４２ １３０２０９３Ｃ 刘　栋 基于群体平衡模型的离心泵内盐析液固两

相流动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２

江苏双达

泵阀集团

有限公司

４３ １３０２１６７Ｃ 吉海燕
类石墨烯氮化碳／金属氧化物异质结材料
的构筑及其光催化性能的增强机制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
无锡江

南电缆

有限公司

４４ １３０２１７０Ｃ 赵新宏
ＣｕＯ（Ｃｕ２Ｏ）－ＺｎＯ－Ａｇ纳米结构的光电
转换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
常州亿晶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４５ １３０２１８６Ｃ 沈春根 高性能防爆防弹军用方舱结构可靠性研究 Ｃ 省第二批 １

江苏捷诚

车载电子

信息工程

有限公司

研究生教育工作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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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其中（人）

女 应届毕业生
硕博连读

在学硕士
在职人员

博士研究生 １５６ ６１ ２７ ３８ ８２

硕士研究生 １９２５ ８２３ １４５３ １９０

港澳台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生 ２ ２

港澳台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５ １ ５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录取非学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情况

研究生类别 录取人员总计

工程硕士 ７９８人

ＭＢＡ ２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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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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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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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１ ＴＮＦαＴｕｍｓｔａｔｉｎ融合基因修饰间质干细胞及核糖体蛋
白Ｓ２５调节ｐ５３抗肿瘤作用 张　徐 许文荣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设施栽培作物营养元素亏缺诊

断研究
石吉勇 赵杰文 食品科学

３ 硅基微／纳米材料表面印迹选择性识别与分离酚类内
分泌干扰物及机理研究

潘建明 闫永胜 环境工程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１ 钛酸钾晶须表面印迹选择性分离／富集硝基酚
和苯二酚

管　炜 李春香 物理化学

２ 亚洲ＨＩＶ１的时空动力学研究及其限制因子
Ｔｅｔｈｅｒｉｎ的适应性进化分析 刘　俊 张驰宇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３ 基于不同优化目标的激光透射焊接热塑性聚合

物工艺参数的优化研究
张　成 王　霄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４ 一维 Ｍ型锶铁氧体基纳米纤维：制备、结构和
磁性能

刘明权 沈湘黔 材料学

５ 有序亚微米中空硅材料的绿色合成及其应用 吴维维 袁新华 材料学

６ 含氧燃料燃烧微粒形成过程的研究 李铭迪 王　忠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７ 不锈钢冲压焊接多级井泵的优化设计 王　川 施卫东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８ 基于二阶自抗扰控制的三电机同步系统研究 唐　琳 刘星桥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９ 石墨烯基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应用 柏　嵩 沈小平 应用化学

１０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体内滤泡辅助性Ｔ
淋巴细胞的变化

朱晨露 王胜军 临床检验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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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１ 激光喷丸强化铝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特性及延

寿机理研究
黄　舒 周建忠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２ 新型光子晶体光纤、光波导耦合器件的传输特

性及应用研究
孙　兵 张永康 机械电子工程

３ 微电子器件界面结构传热与力学行为多尺度

研究
张立强 杨　平 机械电子工程

４ 先驱体转化多孔硅氧碳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潘建梅 程晓农 材料学

５ 电控混合微流控芯片免疫凝集定量检测关键技

术研究
杨　宁 张荣标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６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电子鼻技术的固态发酵过程

检测研究及应用
江　辉 刘国海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７ 五味子多糖的结构、生物活性及机制研究 赵　婷 仰榴青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８ 禽蛋品质在线智能化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孙　力 蔡健荣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９ 等离子体型光催化剂的设计及其对环境污染物

降解性能研究
徐远国 李华明 环境工程

１０ 一类新型节能减排系统的分析和应用 方国昌 田立新 系统工程

１１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行为

研究
肖　璐 范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２ 离心泵作透平的理论分析数值计算与实验研究 杨孙圣 孔繁余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３ 离心泵瞬态水力激振流固耦合机理及流动非定

常强度研究
裴　吉 袁寿其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４ 斜流泵启动过程瞬态非定常内流特性及实验

研究
李　伟 施卫东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５ 潜水搅拌机射流特性及实验研究 田　飞 施卫东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６ 切纵流结构谷物脱粒分离理论与试验研究 唐　忠 李耀明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１ 磺酰脲类除草剂的毛细管电泳检测及分子印迹

膜固相萃取研究
伊聆晓 陈冠华 食品工程（专业学位）

２ 小儿包皮来源间质干样细胞对胃癌 ＳＧＣ７９０１
细胞生长抑制作用及机制

李雅红 朱　伟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专业学位）

３ ＨＳＫ热装刀柄加热性能及其控制技术研究 陈　建 王贵成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４ 激光驱动飞片微拉深成形试验及微观塑性变形

机理研究
胡　杨 刘会霞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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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５ 激光冲击对６０６１Ｔ６５１铝合金中高温力学性能
影响及强化机制研究

阮　亮 张永康

任旭东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６ ７０８５铝合金组织性能调控及机理初步研究 张允康 许晓静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７ ２０９９铝锂合金挤压材的热处理工艺、性能及强
化机理研究

张振强 许晓静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８ ＮｂＸ２（Ｘ＝Ｓｅ，Ｓ）纳米材料的掺杂制备及其摩
擦学性能研究

胡志立 李长生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９ 电动汽车混合制动系统控制策略的研究 俞剑波 何　仁 车辆工程

１０ 柴油机微粒捕集器流场的数值模拟及性能试验

研究
胡　俊 孙　平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１ 基于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的ＰＭ吸附体再生试验
研究

李康华 蔡忆昔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２ 柴油机燃油喷射对燃烧排放影响的数值模拟

研究
玄铁民 何志霞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３ 柴油机喷嘴内空穴两相流动及其对喷雾影响的

试验研究
钟汶君 何志霞 工程热物理

１４ 天然气转子发动机燃烧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范宝伟 潘剑锋 工程热物理

１５ 软硬磁纳米复合 ＢａＦｅ１２Ｏ１９／α－Ｆｅ微米纤维
的制备、结构、特性及其应用研究

杨新春 沈湘黔 材料学

１６ Ｌａ－Ｆｅ－Ｏ系纳米催化剂制备及其催化柴油车
尾气污染物特性研究

孟笑笑 沈湘黔 材料学

１７ 石墨烯及纳米银／石墨烯复合薄膜的制备及性
能研究

周亚洲 杨　娟 材料学

１８ 微弧氧化－水热处理制备Ｔｉ６Ａｌ４Ｖ生物膜层工
艺及其生物相容性研究

罗　锐 刘忠德 材料加工工程

１９ 声／磁场下原位合成 ＴｉＢ２／７０５５Ａｌ复合材料的
组织及性能研究

钟龙华 赵玉涛 有色金属冶金

２０ 复杂条件人脸识别算法的研究与系统实现 薛丽洁 李正明 信号与信息处理

２１ 基于植物花瓣天然色素传感器的猪肉新鲜度判

别研究
黄晓玮 邹小波 食品科学

２２ 新型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脱硫行为

研究
李　慧 黄卫红 环境工程

２３ 周期金属纳米结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分析

及应用研究
李　玲 杨利霞

闫　述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２４ 基于形状直径函数的三维模型水印技术研究 杜　顺 詹永照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２５ 能源供需网络演化模型的研究 房翠翠 孙　梅 应用数学

２６ 光全息下血细胞相位提取、分析及其成像的新

方法
徐媛媛 王亚伟 物理电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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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２７ 新型偶氮聚氨酯脲材料的合成及全光开关的

研究
庄　琳 曹国荣 物理电子学

２８ 周期性高架桥结构的振动局域化研究 付庆旭 陆建飞
防灾减灾工程

及防护工程

２９ 联结式排桩的隔振研究 张　旭 陆建飞 结构工程

３０ Ｎｉ２ＭｎＧａ铁磁形状记忆合金力学性能的实验
研究

陈　艳 骆　英 固体力学

３１ 酵母菌表面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选择性吸附

分离头孢氨苄的研究
李秀秀 李春香 物理化学

３２ 球状 ＴｉＯ２纳米结构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
研究

李文静 姜廷顺 物理化学

３３ 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改性聚氨酯发泡材料的制备

及染料吸附性能研究
董　科 邱凤仙 物理化学

３４ 偶氮聚氨酯脲的合成、表征及光开关性能研究 曹智娟 邱凤仙 无机化学

３５ 石墨烯基金属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在催化

湿式氧化和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刘　巍 王　坤 无机化学

３６ 纳米过氧化氢酶模拟物的制备及其生物活性的

研究
杨　霞 陈秋云 应用化学

３７ 金属氧化物表面印迹聚合物吸附／降解磺胺类
抗生素研究

徐龙城 闫永胜 应用化学

３８ 政府引导下的逆向供应链契约设计 李　虎 贡文伟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３９ 我国民营医院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李　钊 马志强 企业管理

４０ 新时期高校师德现状及改善对策 金芳英 石宏伟 思想政治教育

４１ ＳＦ３Ｂ１基因突变在中国人髓系肿瘤中的临床
研究

杨　静 钱　军 内科学

４２ ＮＦ－κＢ和ｃ－Ｊｕｎ／ＡＰ－１在抗２ＧＰＩ／２ＧＰＩ复合
物诱导单核细胞表达ＴＦ中的作用探讨 夏龙飞 周　红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４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在骨髓间质干细胞介导的急性肾损
伤修复中的作用研究

周　颖 钱　晖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４４ 基于“组分”层次银杏内酯组分释药系统的

构建
刘　丹 贾晓斌 药剂学

４５ 具有潜在生物活性环状磺酰胺的合成研究 王　敏 周爱华 生药学

４６ 中药大血藤抗炎免疫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马瑞丽 欧阳臻 中药学

４７ 喷灌自吸泵自吸过程气液两相流动的数值模拟

研究
徐德怀 李　红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４８ 纵轴流联合收获机籽粒夹带损失监测传感器的

研究
梁振伟 李耀明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４９ 基于产电微生物Ｓｈｅｗａｎｅｌｌａ非特异性降解的新
型生物光电还原体系研究

曹丹鸣 吴沿友 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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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 文 题 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５０ 基质多参数便携式检测仪研制 盛庆元 李萍萍
农业生物环境

与能源工程

５１ 喷杆喷雾机机架有限元分析及轻量化设计 韩红阳 陈树人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５２ 家蚕凋亡相关基因Ｉｂｍ１的鉴定及功能分析 吴　俣 王文兵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改革与创新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３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省助）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３ 非线性切换系统复杂动力学及其机理研究 张　春

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４ 温度辅助的激光微喷丸汽车盘式制动副表面改性延寿机理 冯　旭

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５ ＬＥＤ关键界面构筑与失效机制研究 刘东静

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６ 高档数控机床用ＨＳＫ工具系统动力学特性及控制技术研究 陈　建

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７ 基于连续损伤力学的硬脆材料微磨削损伤机理研究 汪帮富

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８ 图像序列中运动目标跟踪算法研究 杨　炼

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５９ 基于博弈的电动汽车电液复合制动协调控制研究 王奎洋

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０ 惯容器非线性及其对ＩＳＤ悬架性能影响研究 孙晓强

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１ 双转子电机动力耦合机构工作模式切换控制方法研究 蒋科军

１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２ ＰＥＴ基ＣＮＴｓＡｇＮＷｓ透明导电膜界面结构及其光电特性的研究 王　舟

１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３ 金属介质多层结构透明导电薄膜的制备及其机理研究 黄立静

１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４ 石墨烯／纳米贵金属超薄膜的制备及光学、电学性能调控 周亚洲

１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５ 导电印迹磁性光催化材料选择性光解硫醇的研究 于秀娜

１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６ 纳米金属催化剂可控合成与催化生物质甘油转化 冯永海

１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７ 块体铝基纳米复合材料的高温蠕变规律及机制研究 王春梅

１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８ 多孔印迹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选择性分离性能研究 戴江栋

１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６９ Ｎｂ１ｘＴａｘＳｅ２作为电接触复合材料摩擦机理的研究 徐　晶

１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０ 过渡金属簇合物材料非线性光学性能及其光物理机制研究 贾　鼎

１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１ 天然气转子发动机燃烧过程的基础研究 范宝伟

２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２ 掺氢页岩气发动机稀薄燃烧过程研究 刘　帅

２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３ 离心泵旋转失速及其流动诱导噪声研究 阳　君

２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４ 液体混合比例可调节型双吸混合泵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高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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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２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５ 粗颗粒泵送系统堵塞机理及对策研究 丁　剑

２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６ 阵列式微通道荷电微雾形成机理及特性的研究 霍元平

２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７ 离心泵内部细长纤维颗粒运动规律的研究 高雄发

２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８ 矿用抢险变频高速潜水泵设计理论研究 王　桃

２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７９ 基于喹喔啉咪唑
$

盐多孔材料的制备和性质研究 朱　禹

２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０ 智能纳米杂化印迹膜的制备及其纯化水杨酸系列产品研究 孟敏佳

２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１ 硅基荧光分子印迹材料用于菊酯类农药痕量／超痕量检测 高　林

３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２ 磁悬浮轴承支承的异步电机直驱高速主轴系统研究 朱利东

３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３ ３ＫＷ混合动力汽车用复合电源系统开发、设计与研究 王　琪

３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４ 舰船电力推进双三相同步电机非线性容错控制系统研究 袁文华

３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５ 电动汽车协调控制系统中的路面附着系数的辨识方法研究 王　峰

３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６ 不同加载条件下岩石断裂面形貌的分析 潘学哉

３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７ 媒介传染病模型在中小企业风险传染影响因素中的应用 周凤燕

３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８ 图像的稀疏表示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 桂长青

３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８９ 预判模型指导下的复杂环境车辆属性自动识别系统 李　雷

３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０ 作物生长信息智能监测与水肥调控研究 高洪燕

３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１ ＧＰＵ并行技术在果实采摘识别技术中的应用研究 顾玉宛

４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２ 金属功能化介孔材料的合成及其燃油吸附脱硫研究 熊　君

４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３ 磁性导电印迹复合材料选择性光解水杨酸类污染物的研究 逯子扬

４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４ 大麦生物转化产物的抗肿瘤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姚　芳

４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５ 玉米蛋白超声辅助酶解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研究 金　建

４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６ 超高压辅助提取蓝莓果渣中花色苷及其稳定性研究 张海宁

４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７ 基于纳米色敏气体传感器的肴肉新鲜度检测研究 黄晓玮

４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８ 基于味觉检测新技术的鱼类食用安全性快速评判方法研究 韩方凯

４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６９９ 胰岛素口服制剂的研制及其功效评估 冯　凡

４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０ ＧＩＴＲＬ调控Ｔｈ１７细胞分化机制及在小鼠ＣＩＡ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汤新逸

４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１ ＩＩ型ｃＧＭＰ依赖性蛋白激酶抑制ＥＧＦＲ激活的机制 蓝　婷

５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２ ＴＬＲ４在抗磷脂综合征自身免疫激活和抗体形成中的作用探讨 解鸿翔

５１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３ 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的 ｅｘｏｓｏｍｅ对皮肤烧烫伤的修复作用及机制
研究

张　斌

５２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４ 基础养老保险基金风险管理研究 陈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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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５３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５ 地校联动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展机制研究 冯　琳

５４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６ 人力资源开发视域下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体系研究 任泽中

５５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７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李明宇

５６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８ 中小企业安全公众认知度的调查与研究 李　文

５７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０９ 服务型组织战略与学习行为对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 刘博文

５８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１０ 大学生创业扶持机制的演化路径研究 陈文娟

５９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１１ 行业演化、非流动性和企业异质———非上市公司估值激励研究 胡晓明

６０ ＣＸＺＺ１３＿０７１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社会组织功能与运行研究 丁金彦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３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校助）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３９ 激光温喷丸改善高温合金抗热腐蚀性能研究 陈松玲

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０ 激光冲击改善海洋结构用厚板焊接接头断裂韧性的机理研究 钱绍祥

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１ 铝合金大应变微结构与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贾毕清

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２ 薄膜刀具激光微织构应力匹配特性优化与结合强度检测 曹宇鹏

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３ 多场耦合下液粘调速离合器油膜动力学行为研究 崔建中

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４ 非刚性有机＠无机复合磨料在ＣＭＰ过程中的摩擦学行为研究 陈爱莲

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５ ＮｉＷＣｒ高温合金基自润滑轴承的制备及摩擦学性能研究 施　琴

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６ 多头螺旋不连续加料动力学分析及预测控制理论研究 崔守娟

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７ 纳米光催化空气净化器的多物理场动力学分析与结构优化 邓志辉

１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８ ＡＢＣ三嵌段共聚物的制备及其在传递 ｓｉＲＮＡ控制植物病毒中的
应用

张　颖

１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４９ 脉冲电子束干预下热障涂层ＴＧＯ的生长行为及应力状态 蔡　杰

１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０ ＹＡＧ激光透明陶瓷的制备与微缺陷研究 刘　婧

１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１ 类石墨烯基光催化材料的可控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宋艳华

１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２ 钢的氧化轻微磨损及控制 李新星

１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３ ＴＣ１１合金摩擦行为及磨损机理研究 王　兰

１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４ 喷油器各孔喷油规律对柴油机喷雾及燃烧影响的研究 周立迎

１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５ 小型风冷内燃机非等距冷却风扇降噪节能机理的研究 刘东雷

１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６ ＮＴＰ技术去除生物柴油发动机排气中氮氧化物的研究 蒋　磊

１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７ 基于燃油添加剂ＤＰＦ催化再生性能计算模拟与试验研究 刘炳霞



:ijk

１５９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２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８ 高性能多用途舰船用离心泵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陈新响

２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５９ 基于空泡界面相变的水翼非定常空化数值模拟及工程应用 潘大志

２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０ 卷盘喷灌机螺旋盘管二次流特性与流动阻力研究 汤玲迪

２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１ 轴流泵叶顶泄漏涡空化的尺度效应研究 王海宇

２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２ 基于ＰＩＶ的射流自吸式离心泵射流器内部流动测试及性能改善 王维军

２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３ 基于混合平面异质节高效有机紫外探测器件性能的研究 苏　斌

２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４ 基于机器视觉的群养猪身份识别方法研究 郭依正

２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５ 广义自控网系统应用研究与建模工具开发 万　军

２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６ 基于鲁棒自适应控制的主动磁悬浮系统非线性控制器研究 张永春

２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７ 汽车电泳装输送机协调同步控制研究 姚苏华

３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８ 无轴承异步电机驱动系统及其智能控制 李　可

３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６９ 多电机同步控制系统自抗扰控制策略的研究 李　慧

３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０ 基于计算实验的能源替代战略研究 高安娜

３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１ 无线传感器网络演化模型研究 孙明平

３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２ 碳排放中期权定价的研究 李益清

３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３ 两类扰动非线性系统近似解的研究 洪宝剑

３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４ 基于结构化稀疏表示的人脸表情识别方法的研究 沈学华

３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５ 基于车联网的道路交通事故链阻断技术研究 曹福贵

３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６ 汽车轮胎性能矛盾相容的仿生花纹设计与优化方法研究 杨　建

３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７ ４ＷＩＤ电动汽车机电耦合建模及稳定性分析 蒋　侃

４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８ 脱色反应成像表征混药浓度场的检测方法与试验研究 闫　润

４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７９ 基于物联网的植物工厂温湿度场节能控制系统研究 胡圣尧

４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０ 联合收割机清选装置坡地平衡控制系统机理研究 王振宇

４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１ 永磁直线容错电机的动态解耦及数字系统研究 吴爱华

４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２ 黄酮类成分对重金属致学习记忆功能损伤的改善及机制研究 姜文明

４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３ 有序中空二氧化钛的绿色合成及其在污水净化中的应用研究 陈娟荣

４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４ 基于蛋白质组学的家蚕富集１脱氧野尻霉素的机理研究 陈红霞

４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５ 苹果酸铬的降血糖活性及作用机制研究 冯伟伟

４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６ 基于抗氧化活性菱角壳多酚提取及其抗肺癌分子机制研究 李　峰

４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７ 米曲霉降解秸秆木质素分子机制研究 丁洪雪

５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８ ＴＬＲ９的激活对胰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及耐药性的影响 范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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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５１ ＣＸＬＸ１３＿６８９ Ｌｅｔ７ａ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研究 刘　奎

５２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０ 巨噬细胞ＩＲＦ５在ＳＡＰ肺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孙　康

５３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１ 三种动物药鉴定中标志蛋白质和多肽特征识别物的研究 沈玉萍

５４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２ ＡＳＲｐｏＨ调控伤寒沙门菌毒力机制研究 熊昌艳

５５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３ 企业深度参与高级工程人才培养的难点研究 刘　洁

５６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４ 开放式创新系统演化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 赵广凤

５７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 张　莹

５８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６ 基于客户价值导向的高校专利转化行为及策略研究 濮雪莲

５９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７ 我国新能源产业遭遇毛衣限制措施的冲击效应与防范研究 张　鸾

６０ ＣＸＬＸ１３＿６９８ 科技金融创新与江苏经济增脏未定性研究 毛　茜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３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省助）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１ ＪＧＺＺ１３＿０６１ 高校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培养环境建设研究 陈　欣

２ ＪＧＺＺ１３＿０６２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研究 金丽馥

３ ＪＧＺＺ１３＿０６３ “分层次、立体式、多维度”的研究生公共数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 孙　梅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３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校助）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１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２ 江苏高等学校与基层社区医院联合培养临床医学全科硕士专业体制

机制研究
眭　建

２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３ 电气工程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构建及实践 朱誯秋

３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４ 基于开源技术的研究生协同移动学习平台建设 朱　轶

４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５ 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方法论教育立体模型构建研究 董德福

５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６ ＳＰＢＬ构架下环境设计类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韩　荣

６ ＪＧＬＸ１３＿０６７ 基于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ＥＡＰ课程体系构建 李崇月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度第六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获批名单

序号 设站企业名称 高校名称 牵头学院 设站时间 备注

１ 徐州银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食品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２ 新沂市汉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食品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３ 溧阳市欣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农工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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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设站企业名称 高校名称 牵头学院 设站时间 备注

４ 江苏晨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５ 昆山市永宏温室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农工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６ 连云港富安紫菜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７ 江苏丰山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８ 江苏永一泵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９ 镇江汇通金属成型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０ 江苏鼎盛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１ 江苏百瑞吉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２ 镇江安达煤矿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３ 江苏天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４ 丹阳市华龙特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５ 江苏宇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农工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６ 江苏威鹰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７ 兴化市中兴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汽车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８ 江苏法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１９ 江苏苏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从科技局申报

２０ 镇江市计量检定测试中心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１ 富威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２ 镇江市江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３ 江苏泓光轨道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４ 江苏神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５ 镇江市长江机电设备厂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６ 江苏省新世纪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７ 江苏江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８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２９ 南通亿华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０ 南通星维油泵油嘴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１ 镇江全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２ 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化工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３ 苏州苏净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环境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４ 无锡利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环境学院 ２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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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企业名称 高校名称 牵头学院 设站时间 备注

３５ 扬州绿都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环境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６ 扬州市天龙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环境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７ 江苏名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８ 常州安控电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３９ 江苏呈飞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０ 江苏华夏麒麟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１ 江苏正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计算机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２ 南通环球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３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土力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４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土力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５ 南通市日盛园林工具配件厂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６ 盐城市大冈石油工具厂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７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８ 昆山恒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４９ 江苏振世达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０ 溧阳市兴达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１ 江苏威司顿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２ 常州博尼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３ 江苏瑞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４ 江阴市江河化纤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５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６ 江苏英特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７ 金坛市诚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８ 苏州市京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５９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０ 镇江合力四通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１ 瑞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２ 常州华盛亚士普光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３ 江苏标新久保田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４ 江苏星源电站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５ 江苏双勤民生冶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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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企业名称 高校名称 牵头学院 设站时间 备注

６６ 扬州发运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７ 溧阳百事达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８ 镇江市万源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材料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６９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食品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７０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食品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７１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２ 江苏金晟元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３ 苏州优德通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４ 徐州潜龙泵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５ 江苏澳佳特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６ 无锡利欧锡泵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３．５

７７ 昆山誉球模塑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汽车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７８ 张家港鸿昌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汽车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７９ 泰州市沪江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０ 江苏凯伦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１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２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３ 宝钢苏冶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４ 江苏康复医疗集团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８５ 中国银行镇江分行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５

（撰稿人：王　蕾　核稿人：全　力）

q(p;c

综述

【概况】　在学校党政的关心和指导下，
２０１３年海外教育学院全员紧跟新形势，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长新本领，积极挖

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办实事、求

实效，稳妥、有效地做好招生、教学、管理等

工作。各方面工作都实现了明显进展。

【主要成绩】　１．留学生规模层次稳步提
升：完成了２０１３年学校各项工作目标，招收
学历留学生２５７人，非学历生２１９人。２０１３
年年底留学生规模达到８６９人，列全省第７，
学历生７２０人，列全省第４。２．政府奖学金
生逐年增多：招收博、硕、本等各类中国政府

奖学金生２６名，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１７名，其中
学历生９３％；招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１０人，
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４人。获得政府资助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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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３．留学生培养机构趋于完善：２０１３
年４月，“江苏大学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成
立。４．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在线招生、支
付平台、教务管理系统建成，智能交互管理

系统投入使用。５．留学生培养成效显现：
“国际贸易实务”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３年度来华
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接受教育部 ＭＢＢＳ
项目检查评估，成绩优秀；留动中国———在

华留学生阳光运动之旅，获江苏省冠军；“同

乐江苏”外国人演讲比赛获江苏省季军；外

国人才艺大赛获最佳组织奖（全省仅两所高

校获得）；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的牵手走世界

协会成立；留学生自发创办了海外教育学院

院刊“Ｏｌｉｖｅ”；留学生自发组织 ＬｉｆｅＢｕｉｌｄ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６．学院主体作用显现：校工程
中心启动了中日韩“创新工程设计暑期项

目”是面向机械、机电、测控、光信息、电气、

电子、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开展的

国际化创新工程教学实践项目，三国高校轮

流主办；艺术学院与美国爱达荷大学学生交

流项目也极具特色，中外学生共同访问历史

文化古迹———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槐荫村。

７．对外宣传工作出色：海院网站再次入选
十佳英文网站，获评最佳网管员；获评最佳

教职工记者；留学生的活动引起媒体关注，

得到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

新网等多家媒体报道。８．学校留管工作得
到认可：应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

生管理分会“拓宽思路、创新方法，实现来华

留学生规模的持续稳定增长”专题研讨会、

第一届国际学生教育论坛等会议上进行交

流发言。

【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规范化、信息化。
１．梳理、完善《江苏大学外国来华留学生招
生工作管理办法》（校级）、《江苏大学外国

留学研究生招生暂行规定》（院级）、《江苏

大学留学生招生工作流程》（院级）、《江苏

大学留学生报到注册流程》（院级）等招生

工作程序。２．加大境外招生宣传力度。组
织参加了马来西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印

尼、印度、俄罗斯等境外宣传，拓展新的生源

市场。３．提升自主招生能力。我校留学生
在线招生系统已实现“淘宝”式一站完成，

留学生推荐的新生日渐增多。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制度化、精细化。
１．留学生教学管理，制度先行，共新增修订
８个留学生教学相关管理规定，为留学生教
学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２．引进全英文留
学生教务管理系统并投入使用，顺利完成了

数据导入、数据上传工作。引进仕程智能交

互反馈系统，通过该系统进行课堂考勤、互

动和测验，大大提高了留学生的出勤率和教

学的互动性。３．课程建设不断深入。评出
江苏大学“国际化专业英语授课精品课程”

５门，成建制外国留学生教育项目 ２项。
４．师资培养继续推进。选拔２０位留学生
任课教师赴国外教学进修，派出２位内科学
教师参加教育部来华英语师资培训班，组织

了２期教师英语口语培训班，共１６９名教师
报名参加。组织留学生评教，评选我最喜爱

教师，并推荐陈永昌老师为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
年度“最受欢迎十佳教师”。５．教学质量稳
步提高。以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

育（英语授课）检查为契机，通过骨干教师

座谈会、学生座谈会等，加强教学质量监控，

学生满意度不断提高。６．汉语教学实践丰
富多彩。汉语推广中心组织了留学生汉语

桥比赛、汉字听写认读大赛等，扬中游园、孔

子文化赏析、京剧欣赏、书法艺术等文化实

践活动深受学生欢迎。７．教学活动卓有成
效。成功组织了第４届医学留学生研讨会、
第三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等。

【学生管理】　学生工作规范化、人性化。
１．完善规章制度。修订出台２０１３版《留学
生学生手册》《留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

加强留学生校外住宿、电动车使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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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队伍建设。２０１３年，留学博士生助
管加入到学院学工管理队伍，形成了学院老

师、留学生助管、大学生助管、留学生班长、

勤工助学同学、志愿者共同参与管理和服务

的队伍，齐心协力做好各项留学生工作。

３．加强心育实践。组织新生工作坊，开设
心理课程，通过留学生问卷调查和心理咨

询，及时发现、解决留学生的心理问题，搭建

释放平台，构建互信空间，缓解留学生文化

休克。４．后勤工作不断优化。与公寓中心
落实每月一会工作制度，商讨、协商工作程

序和解决办法，不断强化留宿舍管理，美化

公寓环境，增添大屏幕电视机一台，继续完

善海外公寓“一站式”服务。

【参与活动】　培养知华爱校。组织留学生
参加金山湖及金鸡湖龙舟赛、端午文化赏析

活动、读书文化节、“逛老街·看非遗·和

大师学手艺”、第三届国际文化日、中秋文化

赏析等校级活动，“同乐江苏”“同乐金陵”

等省级活动，“留动中国”国家级活动。组

织留学生参加篮球赛、羽毛球赛、校运会、足

球赛等体育比赛项目。鼓励中外学生开展

各类交流活动，与材料学院、财经学院、食品

学院、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联合开展多

项学生活动。每两周一次的汉语角活动受

到越来越多中外学生的认可。

【改革与创新】１．工作思路：围绕学校“十二
五”发展目标，稳步推进教育部试点项目

“打造工程类外国留学生教育特色，全方位

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通过机构建设、队伍

建设、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江苏大

学来华留学生教育体制与机制，按照“重点

学科发展留学生研究生教育，一般学科发展

留学生本科生教育”的基本原则，努力把江

苏大学建成来华留学生留学江苏的重要目

标高校。２．工作重点：推进“趋同化”管理，
完善质量保证体系，逐步将来华留学生管理

真正融入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学工处管

理体系，让各学院留学生融入自己学院的教

学、学工系统。稳定本科生增长量，大力发

展研究生教育，推进交流生项目（美国、加拿

大、德国、奥地利、日本、泰国、丹麦、波兰）。

（撰稿人：王丽敏　核稿人：高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