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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教育

综述

２０１５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
和大力支持下，教务处组织并服务于全校师

生员工，着力落实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全力

开好第三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加快推进本

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进程，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抢抓机遇、奋力争先，在确保全校教学

运行规范有序和年度工作目标总体达成的

基础上，相关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超过预定目

标，取得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立项、国家

级实验示范中心建设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等“三大战役”胜利的辉煌成绩，实现

了本科教学在开启创建高水平、有特色、研

究型大学进程中的开门红。

【“三大战役”战果辉煌】 １．省品牌专业
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基于超前谋划和精心

组织，通过反复凝炼和持续改进，学校在江

苏高校首批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的申报中取

得突出业绩。学校所申报的能源与动力工

程、车辆工程、工商管理、金属材料工程、机

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医学检验技术等６个专
业全部获批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

期项目），项目资助经费合计达５６２０万元。
不仅获批项目总数、立项比例和获批资金数

等均位于全省高校前列，而且品牌专业建设

启动与推进进程目前也在全省高校中形成

引领效应。２．国家级示范中心建设完成重
大跨越。基于联手培育和全力创建，通过深

度研讨和不断提升，学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实

验中心、车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历经省

级网评、答辩会评，国家级网评、会评，突破

重重关口，分别成功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现了自

２００７年工业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以来的一次重大跨越，全省只有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和我校三所学校两项项目同时

获批。同时，学校车辆工程学科综合训练中

心、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分别成功

获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至此，学校已

连续５次保持省示范中心的申报立项全部
获批。３．工程专业认证实现重大突破。基
于全面部署和分步推进，通过重点打造和分

工负责，全面贯彻专业认证 ＯＢＥ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以持续改进

为机制，显著提升各学院对专业认证的把握

水平。１０月２６日，由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协会选派的专家一行６人来学校，对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进行为期三天的

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作为学校首个参

加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高质量、顺利完成了专家组

现场考查，相关工作获得国家专业认证协

会秘书处及机械工程分会的高度认可，形

成了很好的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２０１５
年学校又有 ４个专业的认证申请得到受
理。目前，全校专业认证工作呈现全面加

快推进之势。

【六大举措成效显著】 １．以开展审核评估
为抓手，教学运行全程可控。２０１５年在校
审核评估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学校以积

极开展审核评估为抓手，按照“对标补差、自

评自改”的思路，对全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

了一次全面“体检”。报告组、数据组、材料

组分别完成了自评报告初稿撰写、支撑材料

收集整理和教学运行数据采集等工作；审核

评估办公室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组

织各学院认真梳理完善基本教学档案，撰写

院级自评报告；督查组组织开展试卷和毕业

设计（论文）检查工作。通过全面的梳理与

评估，同时积极引入和使用网络化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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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已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运行状况处于

可控状态。２．以顺应时代需求为宗旨，教
学改革深度推进。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和国

际化趋势愈发显现的背景下，学校本科教学

体系和教学模式改革进程进一步加快。新

一轮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充分吸收、融合了国

内外标杆专业的先进理念，大幅压缩指定专

业课程学分，大力提倡自主研学，大力强化

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完成了 ３６门
“８４２Ｔ”精品课程验收工作和２７门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目前已有１５０余
门课程在校“８４２Ｔ”精品课程网上线。为更
好地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在泛雅网络教学平

台上开展了５０余门课程的在线教学、作业
布置、在线测评和讨论答疑等教学活动，引

入了“好大学在线”“优课联盟”等高校慕课

１００余门，在全校范围试点 ＭＯＯＣ助教，积
极探索基于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等。２０１５年实际共开设全英语和双语课
程１９３门，较２０１４年的９０余门实现大幅度
提高，教学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组织完

成了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学校

推荐了１０部教材，有９部教材获得立项，立
项数量在全省高校中列第２位。推荐８项
教改课题参加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
研究课题评选，获批８项，其中重中之重１
项，重点１项。持续推进卓越工程师人才培
养计划改革，进一步完善立体化对接的校、

院、系三级管理体系，完善“卓越工程师计

划”日常运行模式，强化与行业企业的合作，

以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为纲，以提升解决工程

问题能力为重，以构建共建共享优质实践教

育基地为任，一手抓培养计划的调整优化，

另一手抓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逐渐形成学校

卓越计划的特色和亮点。３．以挖掘优质资
源为路径，双创教育又上台阶。教务处坚持

按照“顶层一体化设计，全面分层次推进”

的思路，全方位协调整合学校实践和创新创

业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具有江苏大学特色的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和模式，在省

内外高校中形成了较高声誉和较好的示范

作用。２０１５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共
获批立项２６３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４７项，省
级项目６６项，省级立项数量再创新高。由
教务处组织推荐的１０个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全部入选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展示项目，其中１个项目入选全国大学
生创新创业展示并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

（江苏省仅３篇论文入选）。通过挖掘创业
教育优质课程教学资源，２０１２级学生已实
现创业普及教育全覆盖，“１３５”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体系特色更加彰显。２０１５年，学校
成功获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全国共有５０高校及单位被遴选获批，其中
地方高校仅有７家，学校是江苏省唯一一所
获批的省属院校。在１２月成立的江苏省高
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学校被推选为副理事长

单位。４．以完善五制并举为主体，质量监
控更为有效。“五制并举”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价体系实现全面升级，内涵进一步丰富，

架构进一步完善。在原有学生网上评教、领

导干部听课网上评价基础上，开通了学生评

管、教师评学评管、督导听课评议等多个网

络评价窗口，全面实现教学质量监控评价网

络化。建立并实施了评价结果统计分析报

告制度，２０１５年，针对课程不及格率、教师
评学、教师评管、学生评教、学生评管等评价

结果形成统计分析报告５份，充分发挥了评
价数据效用。同时还建立了本科教学状态

数据常态监测机制，教、学、管、督多向反馈

与协同改进机制，以及课程、专业、学院、学

校“四级链接”教学质量持续改进与考核机

制。２０１５年度学生评教优秀率达８９．７３％，
优良率为９８．８５％，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继续
保持较高水平，质量监控的信度和力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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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５．以提高管理水平为目标，制度建
设力求创新。教务处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

会提出的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第三次本

科教学工作会议精神，按“继承、完善、创新、

提高”的总要求，先后新制定或修订出台了

《江苏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

本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进程的若干意见》

《江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

作实施办法》《江苏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分

制与学籍管理办法》《江苏大学关于教授、

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规定》等２８个教学
管理制度文件，其中具有原创性的文件达

１０个，另有１８个制度文件在省内相对处于
领先水平。２０１５年，教学运行管理实现全
校教学安排零差错。积极创新教学管理信

息化，在毕业设计（论文）网络管理系统全

面运行的基础上，创新建立了校级大学生实

践创新项目管理信息平台和实践教学管理

系统，进一步完善了教学运行的过程监督与

质量管理体系。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和人

才培养模式与机制的转变大大提升了学校

本科教学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为进一步提

高办学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总结“十

二五”教学条线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在广泛

调研兄弟高校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了本科教

学“十三五”发展规划。６．以提升教学能力

为核心，培养质量再获提升。２０１５年教务
处进一步加大了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实施

的力度。将原先为期一年的助理教学制延

伸为一年助教培养、两年主讲培训共三年的

新助理教学制，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有了更多

保障。与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

心合作，建设“江苏大学教师在线学习中

心”网络培训平台，开展“江苏大学教师在

线学习中心”网络在线课程培训。通过常态

化开展教学沙龙、名师讲堂、校级公开课等

教学交流、观摩及研讨活动，使全校主讲教

师的整体教学能力有了明显提升。教师参

加省、国家级微课教学比赛，获省一等奖 ７
名、二等奖１１名、三等奖９名，一等奖奖项
数、奖项总数均排名全省高校第四名；在全

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中，由学校推荐参加的

７名教师均获奖。通过强力推进教授为本
科生授课计划，许多在学科与科研上有较高

成就的教授深入课堂及学生课外创新活动

一线。在２０１５年评选的２０１４届省优秀本
科毕业设计中，学校获省优毕业设计（论

文）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４项、
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团队 ２个，其中一等
奖获奖数量全省排名并列第四（省属高校并

列第二），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数量全省排

名并列第三（省属高校排名第一）。

江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师范

标识

修业

年限

学位授

予门类

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学 机械类 四年 工学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４０４ 冶金工程 工学 材料类 四年 工学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４０５ 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材料类 四年 工学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４０６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材料类 四年 工学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４０７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材料类 四年 工学

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０８０４０８ 复合材料与工程 工学 材料类 四年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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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师范

标识

修业

年限

学位授

予门类

７ 财经学院 １２０２０３Ｋ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８ 财经学院 １２０２０４ 财务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９ 财经学院 ０２０１０６Ｔ 能源经济 经济学 经济学类 四年 经济学

１０ 财经学院 ０２０２０１Ｋ 财政学 经济学 财政学类 四年 经济学

１１ 财经学院 ０２０３０１Ｋ 金融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四年 经济学

１２ 财经学院 ０２０３０３ 保险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四年 经济学

１３ 财经学院 ０２０４０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四年 经济学

１４ 财经学院 ０７１２０１ 统计学 理学 统计学类 四年 理学

１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０６０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电气类 四年 工学

１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０７０１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四年 工学

１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０７１４Ｔ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四年 工学

１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０８０１ 自动化 工学 自动化类 四年 工学

１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２３０３ 农业电气化 工学 农业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２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０８２６０１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２１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１０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２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２０１Ｋ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３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２０２ 市场营销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４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２０６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５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４０１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６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６０１ 物流管理 管理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７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７０１ 工业工程 管理学 工业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２８ 管理学院 １２０８０１ 电子商务 管理学 电子商务类 四年 管理学

２９ 化学化工学院 ０８１３０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四年 工学

３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０７０３０２ 应用化学 理学 化学类 四年 理学

３１ 化学化工学院 ０７０３０１ 化学 理学 化学类 Ｊ 四年 理学

３２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０８２５０２ 环境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３３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０８２５０５Ｔ 环保设备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３４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０８２９０１ 安全工程 工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３５ 机械工程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工学 机械类 四年 工学

３６ 机械工程学院 ０８０２０４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机械类 四年 工学

３７ 机械工程学院 ０８０３０１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学 仪器类 四年 工学

３８ 机械工程学院 ０８０７０５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四年 工学

３９ 机械工程学院 ０８１７０２ 包装工程 工学 轻工类 四年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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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师范

标识

修业

年限

学位授

予门类

４０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７０３ 通信工程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四年 工学

４１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９０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计算机类 四年 工学

４２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９０２ 软件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四年 工学

４３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９０３ 网络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四年 工学

４４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９０４Ｋ 信息安全 工学 计算机类 四年 工学

４５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０８０９０５ 物联网工程 工学 计算机类 四年 工学

４６ 教师教育学院 ０４０１０１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学类 Ｊ 四年 教育学

４７ 教师教育学院 ０４０１０４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教育学类 Ｊ 四年 教育学

４８ 理学院 ０７０１０２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数学类 四年 理学

４９ 理学院 ０７０１０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数学类 Ｊ 四年 理学

５０ 理学院 ０７０２０１ 物理学 理学 物理学类 Ｊ 四年 理学

５１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０３０５０３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Ｊ 四年 法学

５２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类 Ｊ 四年 历史学

５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０８０５０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学 能源动力类 四年 工学

５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０８０５０３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能源动力类 四年 工学

５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０８１００２ 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
工学 土木类 四年 工学

５６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０８２３０２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工学 农业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５７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０８０２０７ 车辆工程 工学 机械类 四年 工学

５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０８１８０１ 交通运输 工学 交通运输类 四年 工学

５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０８１８０２ 交通工程 工学 交通运输类 四年 工学

６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０８２７０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６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０８２７０２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６２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０８３００１ 生物工程 工学 生物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６３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０７１００２ 生物技术 理学 生物科学类 四年 理学

６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０８１００１ 土木工程 工学 土木类 四年 工学

６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２０１０３ 工程管理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工学

６６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０８０１０２ 工程力学 工学 力学类 四年 工学

６７ 外国语学院 ０５０２０７ 日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四年 文学

６８ 外国语学院 ０５０２０１ 英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 文学

６９ 文法学院 ０３０１０１Ｋ 法学 法学 法学类 四年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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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师范

标识

修业

年限

学位授

予门类

７０ 文法学院 ０５０１０１ 汉语言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 文学

７１ 文法学院 ０５０１０３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 文学

７２ 药学院 ０８１３０２ 制药工程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四年 工学

７３ 药学院 １００７０１ 药学 医学 药学类 四年 理学

７４ 药学院 １００７０２ 药物制剂 医学 药学类 四年 理学

７５ 医学院 １００２０３ＴＫ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临床医学类 五年 医学

７６ 医学院 １０１００１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医学技术类 四年 理学

７７ 医学院 １０１００７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 医学技术类 四年 理学

７８ 医学院 １００２０１Ｋ 临床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类 五年 医学

７９ 医学院 １０１１０１ 护理学 医学 护理学类 四年 理学

８０ 艺术学院 ０８０２０５ 工业设计 工学 机械类 四年 工学

８１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３１０ 动画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２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４０３ 雕塑 艺术学 美术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３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２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４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３ 环境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５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４ 产品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６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４０１ 美术学 艺术学 美术学类 Ｊ 四年 艺术学

８７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６ 公共艺术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 艺术学

８８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８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 艺术学

江苏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类别 序号 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份

国家精品课程

１ 电路 孙玉坤 ２００６

２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

３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０

４ 创业管理 梅强 ２０１０

国家视频公开课 １ 创业人生 梅强 ２０１２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１ 创业管理 梅强 ２０１３

２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１３

３ 电路 陈晓平 ２０１３

４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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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品牌特色专业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批准年份 类别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３ 省特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６ 校品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３ 省品

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２ 校品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２００６ 省特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２００６ 校品

材料学院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工学 ２０１０ 校特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２００３ 省特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２００６ 校品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２００３ 省特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２００３ 校品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２００６ 校特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２０２０８ 经济学 ２０１０ 校品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８ 省品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３ 校品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２００６ 省特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２００６ 校品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７１２０１ 理学 ２００８ 校特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３ 省特

电气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３ 校品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２００６ 省品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２００２ 校品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１１０１０３ 管理学 ２０１０ 校特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１０３０３ 管理学 ２００６ 省特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１０３０３ 管理学 ２００６ 校品

管理学院 管理信息与管理系统 １１０１０２ 管理学 ２００６ 校特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１１０２０２ 管理学 ２００８ 校特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８１１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８ 校特

环境学院 安全工程 ８１００２ 工学 ２００８ 校特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６ 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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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批准年份 类别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６ 校品

机械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８ 省特

机械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８ 校品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２００３ 省特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２００６ 校品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３ 省品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２ 校品

基技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２００８ 省品

基技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２００２ 校品

基技学院 医学影像学 １００３０３ 医学 ２０１０ 校特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２００３ 省特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２００３ 校品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２０１０ 省特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２０１０ 校品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２０１０ 省特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２０１０ 校品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２００８ 省特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２００８ 校品

马克思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２００６ 校品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３ 省品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２ 校品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２００３ 省品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２００２ 校品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２０１０ 省品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２００３ 校品

土力学院 土木工程 ８０７０３ 工学 ２００８ 校特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２００６ 校特

文法学院 法学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２０１０ 校特

药学院 药学 １００８０１ 医学 ２００６ 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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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省级精品（优秀）课程

类别 序号 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份

省级优秀

课程群

１ 机械制造课程群 刘会霞 ２００２

２ 机械设计系列技术基础课程群 卢章平 ２００４

３ 医学检验主干课程群 许文荣 ２００４

省级一类优秀课程

１ 机械设计 鲍庆惠 １９９３

２ 临床检验学 金蓉珍 １９９３

３ 微生物学及其检验 刘恭植 １９９５

４ 叶片泵风机原理及水机设计 林洪义 １９９８

５ 会计学 孔玉生 １９９８

６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运用 赵德安 ２０００

７ 电路 陈晓平 ２００２

８ 创造学基础 姜　松 ２００２

９ 液压与气压传动 方昌林 ２００２

１０ 金属材料学 戴启勋 ２００６

１１ 临床检验学 许文荣 ２００６

省级二类优秀课程

１ 材料力学 苏　虹 １９９３

２ 高等数学 张世伟 １９９３

３ 工程材料与机制基础 王特典 １９９３

４ 光学 郭胜康 １９９３

５ 大学物理 刘映栋 １９９５

６ 机械原理 马履中 １９９５

７ 流体力学 杨诗通 １９９５

８ 机械制造工艺学 李崇豪 １９９５

９ 电工学 陈正传 １９９５

１０ 生物化学 黄诒生 １９９５

１１ 世界近现代史 金卫星 １９９５

１２ 物理化学 陈恕华 １９９５

１３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王贵成 １９９８

１４ 机械制图 卢章平 １９９８

１５ 体育 黄东山 １９９８

１６ 汽车理论 毛务本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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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序号 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份

省级二类优秀课程

１７ 理论力学 任其西 １９９８

１８ 免疫学及免疫学检验 许化溪 １９９８

１９ 中学物理教学法 邹汉英 １９９８

２０ 思想品德教育 张炳生 １９９８

２１ 民法学 喻志耀 ２０００

２２ 大学物理实验 刘映栋 ２０００

２３ 统计学原理 查奇芬 ２０００

２４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李　芷 ２０００

２５ 金属学 黄根良 ２０００

２６ 工程热力学 齐　红 ２０００

２７ 心理学 殷方敏 ２０００

２８ 人体解剖学 狄荣科 ２０００

２９ 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验 许文荣 ２００２

３０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０２

３１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鲍可进 ２００２

３２ 邓小平理论概论 金丽馥 ２００２

３３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０２

３４ 数据库技术 刘秋生 ２００４

３５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２００４

３６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０４

３７ 内燃机学 王　忠 ２００４

３８ 操作系统 鞠时光 ２００４

３９ 分析化学 闫永胜 ２００６

４０ 工程图学 卢章平 ２００６

４１ 管理学原理 梅　强 ２００６

４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董德福 ２００６

省精品课程

１ 材料科学与研究方法 赵玉涛 ２００８

２ 财务管理 孔玉生 ２００８

３ 大学体育 李明学 ２００８

４ 高等数学 田立新 ２００８

５ 工程力学 孙保苍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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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序号 课程（群）名称 负责人 立项年份

省精品课程

６ 机械原理及设计 杨超君 ２００８

７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 许化溪 ２００８

８ 流体力学 闻建龙 ２００８

９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

１０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陈丽珍 ２０１０

１１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０

１２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１０

１３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１０

１４ 工程训练 刘会霞 ２０１０

１５ 图学基础 卢章平 ２０１０

１６ 流体机械原理及设计 陈汇龙 ２０１０

１７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０

１８ 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验 许文荣　谷俊侠 ２０１０

１９ 创业管理 梅　强 ２０１０

２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董德福 ２０１０

省全英文授课

精品课程

１ 信息安全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王昌达 ２０１４

２ 电工电子学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陈　山 ２０１４

３ 土木工程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刘荣桂 ２０１４

４ 局部解剖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 狄荣科 ２０１４

５ 医学免疫学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夏　圣 ２０１４

６ 核医学

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毛朝明 ２０１４

７ 国际商务策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杨丽丽 ２０１４

８ 管理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蔡　莉 ２０１４

９ Ｃ＋＋程序设计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Ｃ＋＋ 毛启容 ２０１５

１０ 有机化学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陈秋云 ２０１５

１１ 药理学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封　云 ２０１５

１２ 会计学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吴梦云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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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省级精品（重点）教材

类别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江苏省

精品教材

１ 材料科学研究方法 戴起勋 ２００５

２ 精密与特种加工 王贵成 ２００５

３ 工程材料 戈晓岚 ２００５

４ 流体力学 罗惕乾 ２００５

５ 国际经贸教程 陈丽珍 ２００７

６ 金属材料学 戴起勋 ２００７

７ 电路原理 孙玉坤　陈晓平 ２００７

８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２００７

９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　赵玉涛 ２００９

１０ 图学基础教程 戴立玲　卢章平　袁　浩 ２００９

１１ 模拟电子技术 成　立　杨建宁 ２００９

１２ 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玉涛　戴起勋　陈　刚 ２０１１

１３ 临床血液学与检验 许文荣　王建中 ２０１１

１４ 高等数学 田立新 ２０１１

１５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赵德安 ２０１１

１６ ＥＲＰ系统原理与实施及其案例分析 刘秋生 ２０１１

１７ 电路实验与仿真设计 陈晓平　李长杰 ２０１１

１８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立体化教材） 郑铁生　姜旭淦 ２０１１

江苏省立

项建设精

品教材

１ 大工程概论 王贵成 ２００５

２ 电路原理 孙玉坤 ２００５

３ 临床基础检验学 许文荣 ２００５

４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２００５

５ 材料设计教程 戴起勋　赵玉涛 ２００７

６ 电工学 朱伟兴 ２００７

７ 汽车工程学（Ⅰ）、（Ⅱ） 高　翔 ２００７

８ 材料物理性能 刘　强　黄新友 ２００９

９ 公差与检测技术 王贵成 ２００９

１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任乃飞 ２００９

１１ 预防医学实验学 陆荣柱 ２００９

１２ 金工实习（第二版） 姜银方（第二主编）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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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江苏省

重点教材

１ 创业基础 梅　强 ２０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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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３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 马履中　谢　俊　尹小琴 ２０１３

４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３

５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３

６ 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刘荣桂　曹大富　陆春华 ２０１３

７ 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程 邵启祥 ２０１３

８ 现代机械工程制图 戴立玲　袁　浩　黄　娟 ２０１３

９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许文荣　林东红 ２０１４

１０ 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王振宇 ２０１４

１１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赵德安 ２０１４

１２ 食品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１４

１３ 基础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４

１４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二版） 鲍可进 ２０１４

１５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陈　炜 ２０１４

１６ 信用管理学 谭中明 ２０１５

１７ 医疗保险学（第２版） 周绿林 ２０１５

１８ 楼宇自动化 傅海军 ２０１５

１９ 物联网工程概论 王良民 ２０１５

２０ 电工学（Ⅰ、Ⅱ） 赵不贿 ２０１５

２１ 土木工程导论 刘荣桂 ２０１５

２２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 吴向阳 ２０１５

２３ 食品物性学 姜　松 ２０１５

２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康　灿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校级重点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１ 病原生物学诊断技术 邵世和 ２０１３

２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陈　炜 ２０１３

３ 创业会计学 许良虎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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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４ 创业基础 梅　强 ２０１３

５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赵德安 ２０１３

６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 刘志强 ２０１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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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８ 电气控制与ＰＬＣ应用技术 黄永红 ２０１３

９ 环保设备———原理·设计·应用 刘　宏 ２０１３

１０ 环境建筑设计与表现 霍　臖 ２０１３

１１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 马履中　谢　俊　尹小琴 ２０１３

１２ 教师专业发展 李晓波 ２０１３

１３ 金属组织控制技术与设备 邵红红 ２０１３

１４ 临床与影像解剖学 姜　平 ２０１３

１５ 魅力汉语 茅海燕 ２０１３

１６ 能源价格理论与应用 王正明 ２０１３

１７ 热流体数值计算方法与应用 何志霞 ２０１３

１８ 实用急救教程 邹圣强 ２０１３

１９ 数字电子技术 成　立 ２０１３

２０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鲍可进 ２０１３

２１ 体内药物分析 余江南 ２０１３

２２ 微机测控系统设计技术 李伯全 ２０１３

２３ 卫生经济学 周绿林 ２０１３

２４ 无机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３

２５ 现代机械工程制图 戴立玲　袁　浩　黄　娟 ２０１３

２６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３

２７ 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刘荣桂　曹大富　陆春华 ２０１３

２８ 学业规划概论 杨志春 ２０１３

２９ 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程 邵启祥 ２０１３

３０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电冶金） 郭长庆 ２０１４

３１ 创业企业财务学 谢竹云 ２０１４

３２ 电机ＣＡＤ技术 贾好来 ２０１４

３３ 电子电路ＣＡＤ实用技术 和卫星 ２０１４

３４ 仿生设计 孙宁娜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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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３５ 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 宋晓平 ２０１４

３６ 工程力学基础 孙保苍 ２０１４

３７ 基础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４

３８ 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 王贞涛 ２０１４

３９ 楼宇自动化 傅海军 ２０１４

４０ 能源金融理论与实践 鄢　军 ２０１４

４１ 汽车车身现代设计 朱茂桃 ２０１４

４２ 食品工程原理 刘伟民 ２０１４

４３ 食品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１４

４４ 食品物性学 姜　松 ２０１４

４５ 数学模型 李医民 ２０１４

４６ 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邵世和 ２０１４

４７ 无线传感网与ＴｉｎｙＯＳ 熊书明 ２０１４

４８ 艺术效应与视觉心理———艺术视觉心理学 王令中 ２０１４

４９ 智能仪器设计 张西良 ２０１４

５０ ＭＡＴＬＡＢ及在电路与控制理论中的应用 李长杰 ２０１５

５１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封　云 ２０１５

５２ ＳＯＣ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鲍可进 ２０１５

５３ 电工学 赵不贿 ２０１５

５４ 金属材料液态成型工艺 贾志宏 ２０１５

５５ 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玉涛 ２０１５

５６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康　灿 ２０１５

５７ 暖通空调设计基础分析 葛凤华 ２０１５

５８ 汽车营销学 葛慧敏 ２０１５

５９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钱　晖 ２０１５

６０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 吴向阳 ２０１５

６１ 税法与企业战略 朱乃平 ２０１５

６２ 土木工程导论 刘荣桂 ２０１５

６３ 微波电路与天线 闫　述 ２０１５

６４ 物理化学 谢吉民 ２０１５

６５ 物联网工程概论 王良民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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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年份

６６ 信用管理学 谭中明 ２０１５

６７ 医疗保险学 周绿林 ２０１５

６８ 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 潘　俊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序号 中心名称 级别 类型 立项年份

１ 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 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１３（批准年份）

２ 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３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５

４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５

５ 物理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５

６ 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７

７ 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７

８ 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７

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９

１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９

１２ 食品与生物工程实验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０９

１３ 医学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２０１１

１４ 一汽锡柴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实践教育中心 ２０１１

１５ 江苏大学—大全集团电气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实践教育中心 ２０１２

１６ 流体机械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实践教育中心 ２０１３

１７ 江苏大学管理与创业综合实验中心 省级 学科综合训练中心 ２０１３

１８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实践教育中心 ２０１５

１９ 车辆工程综合训练中心 省级 学科综合训练中心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实习单位名称 建立年份

镇江天目湖啤酒公司 ２０００

丹阳市第五中学 ２００１

丹阳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高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电信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七七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江苏省镇江中学 ２００１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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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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良集团 ２００１

金坛第四中学 ２００１

金坛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句容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溧水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溧阳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２００１

南京雨润集团 ２００１

上海ＫＳＢ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博格曼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上海凯泉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武进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西夏墅中学 ２００１

武进市小河中学 ２００１

扬中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

扬中市新坝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吉贝尔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大港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三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２００１

镇江市药品检验所 ２００１

镇江市中兴药业 ２００１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市分行 ２００１

中铝洛铜 ２００１

中信重机厂 ２００１

安徽宏村 ２００２

北京电影学院 ２００２

江苏绿扬电子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苏美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太白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江苏中外运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２

南京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索普集团 ２００２

云南丽江名族艺术文化村 ２００２

浙江横店影视城 ２００２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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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江奎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贸易促进委员会 ２００２

镇江南泰对外经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镇江市信用担保公司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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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丹阳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江苏微生物研究所 ２００３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镇江江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Ａｌｔｅｒａ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４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江苏南自通华电气集团公司 ２００４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４

上海鹏越惊虹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扬子石化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供电公司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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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森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镇江市医保局 ２００４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常州常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大全集团 ２００５

大亚轮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丹阳飞达集团 ２００５

德宝仕（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鼎胜铝业集团 ２００５

海安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海安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皓天日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河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华晨路机厂 ２００５

华罗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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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领先电子 ２００５

江苏名和集团 ２００５

江苏省丹徒粮食储备库 ２００５

南京白象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南京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０５

南汽集团 ２００５

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铜峰中学 ２００５

无锡锅炉厂 ２００５

无锡太湖锅炉厂 ２００５

镇江诚信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华呈服饰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华东泰克西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锚链厂 ２００５

镇江市瑞琪机械进出口 ２００５

镇江苏福马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泰昌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液压件厂 ２００５

镇江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５

镇江至诚物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镇江中房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６

常州通达光缆厂 ２００６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大华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飞宇车业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市金丹阳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市康力乳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市正大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丹阳通用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丹工实业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华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金太阳油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沙钢集团 ２００６

江苏上越汽车部件 ２００６

江苏省丹阳市江南工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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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

与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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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曙光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耀华洁具公司 ２００６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江阴精亚集团 ２００６

金东纸业 ２００６

金润国际贸易 ２００６

京口瑞京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２００６

凯迩必机械工业（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领先电子集团 ２００６

南京红山动物园 ２００６

南京中山植物园 ２００６

南通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平安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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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实验室、核能实验室 ２００６

胜利电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苏州金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人寿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太平洋财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泰康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天安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铁道部南车集团长江车辆公司常州分公司 ２００６

无锡恒利液压 ２００６

扬州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亿利达服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用友软件公司（镇江分公司） ２００６

鱼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贝思克仪器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恒顺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杰可机电工具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达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景和建筑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丹绿米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市粮油质量检验所 ２００６

镇江市外事办 ２００６

镇江市振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新区联创水产科技示范园、

中华鲟繁育基地
２００６

镇江新元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信美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信诺化工公司 ２００６

镇江艺高儿童公司 ２００６

中国人保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中国人寿镇江市分公司 ２００６

中银保险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２００６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高露洁（扬州分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宏达化工集团 ２００７

江苏句容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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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月恒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江苏中容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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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南京炼油厂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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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鼓风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艽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南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硕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上海廷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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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市神州双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武进晶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宜兴金茂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雅迅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镇江智诚工程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中日合作上海爱黎服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常州市冠音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常州新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河南焦作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福世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江苏镇江皇中皇生态科技蜜蜂园 ２００８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２００８

南京大地水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无锡华光工业锅炉厂 ２００８

无锡锡能集团 ２００８

扬中绿杨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丹化学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船用柴油机厂 ２００８

镇江电站辅机厂 ２００８

镇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谏壁发电厂 ２００８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镇江京口区人民检察院 ２００８

镇江市江滨医院 ２００８

镇江新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正茂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安阳漫天雪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丹徒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富威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谏壁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牧羊集团 ２００９

江苏省高康冻干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京口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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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市景华裕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句容宁武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京建策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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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南通秋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上海电机厂 ２００９

苏州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２００９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白水化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２００９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９

镇江五洲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镇江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镇江新区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征润州污水处理厂 ２００９

重啤集团天目湖啤酒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０

安信证券镇江营业部 ２０１０

常熟建工建设集团 ２０１０

常熟人才交流中心 ２０１０

大全集团南京工业园区 ２０１０

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淮安市对外贸易经济公司 ２０１０

健力宝（镇江）饮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奥博洋信息技术有限公斯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丹阳酒厂 ２０１０

江苏共昌轧辊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江苏乾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南京工业大学工大瑞普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南京金智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南京威孚集团 ２０１０

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苏州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中心 ２０１０

苏州人才交流中心 ２０１０

苏州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２０１０

镇江爱迪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道格拉斯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０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镇江市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镇江市国际学校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２０１０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２０１０

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０１０

镇江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２０１０

镇江苏华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正壹能源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常州江苏常发公司 ２０１１

常州市政府 ２０１１

淮安市人才培训中心 ２０１１

吉利汽车研究院 ２０１１

江阴市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金坛市政府 ２０１１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青年汽车集团 ２０１１

上海华普汽车 ２０１１

上海压缩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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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重型机械厂 ２０１１

镇江对外贸易局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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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１

镇江市政府 ２０１１

中国葛洲坝水力发电厂 ２０１１

中国三峡水力发电厂 ２０１１

艾特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恩坦华汽车零部件（镇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博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德盛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飞驰机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２０１２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南京市高淳县湖滨高级中学 ２０１２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无锡运通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宜兴远方迪威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龙脑豆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市科达环境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市润宇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２０１２

镇江市水业总公司 ２０１２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２０１２

东龙日立案（丹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海鸥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恒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南京市溧水区第三中学 ２０１３

苏州市京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扬中市大庆禽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镇江东方生物工程设备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镇江市光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江苏鸿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南京嘉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苏州市吴中城区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无锡正大畜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宜兴市赛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镇江市第四中学 ２０１４

中报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河南焦作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溧阳天淼山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无锡利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中储粮镇江粮油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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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序号 学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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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雾浓度静电传感器及测控仪研制 袁　圆 张西良 二等奖

２ 江苏大学
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声誉风险管理实证研

究———以Ｐ２Ｐ网络借贷为例 江禹杰 徐小阳 二等奖

３ 江苏大学
中小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胜任力影响因素研

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王燕玲

梅　强
蔡　莉 二等奖

４ 江苏大学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光伏产业递阶式技术突破

协同机制研究
李军强 郭本海 二等奖

５ 江苏大学 小型探测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开发 黄茹辉 朱　轶 三等奖

６ 江苏大学 基于磁网络模型的低成本永磁电机设计分析 蒋　山 刘国海

赵文祥
三等奖

７ 江苏大学
新型混联式汽车电泳涂装输送机构的全局快速

终端滑模控制
曹园园 高国琴 三等奖

８ 江苏大学 β葡聚糖酶在富含大麦粉面包中的应用 於来婷 董　英 三等奖

９ 江苏大学 具有能量回收功能的公路收费站减速带设计 王乐乐 何　仁 三等奖

１０ 江苏大学
蔬菜穴盘苗多行全自动移栽机设计———液压气

动系统设计与分析
马国鑫

毛罕平

韩绿化
三等奖

１１ 江苏大学 石墨烯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 张　莹 杨　娟 三等奖

１２ 江苏大学
β环糊精／壳聚糖修饰氧化石墨烯材料的合成、
表征及其吸附锰离子的应用

李　欣 邱凤仙 三等奖

１３ 江苏大学 一种新型光栅的性质与应用 唐元开 王正岭 三等奖

１４ 江苏大学
芡实种壳皮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其抑制沙门氏菌

繁殖能力的研究
杨　禄 蔡梅红 三等奖

１５ 江苏大学
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的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研究
张　琳 吴梦云 三等奖

１６ 江苏大学 蔬菜穴盘苗多行全自动移栽机设计

张　旭
蒋培逊

马国鑫

沈红瑞

顾　昊
胡健滨

胡建平

毛罕平

杨启志

董立立

杨德勇

韩绿化

团队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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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莹 石墨烯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 杨　娟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　晗 ６０６１铝合金等应变应力松弛特征分析 刘　强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政 铸造工艺设计及数值模拟 傅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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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１４８　　

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印厚尚
塑性变形对原位ＺｒＢ２／Ａ３５６Ａｌ复合材料摩擦磨损性能
影响研究

焦　雷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新慧
Ｍｎ掺杂的ＺｎＳ量子点磷光印迹传感器的制备以及对
２，６二氯苯酚的识别性能研究 周志平

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　鉴 新型奥氏体不锈钢高温氧化性能的研究 吴晓东

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扈婷婷
强流脉冲电子束改进镍基高温合金ＧＨ４１６９的抗氧化
性能的工艺设计

关庆丰

８ 机械工程学院 马国鑫
蔬菜穴盘苗多行全自动移栽机设计———液压气动系统

设计与分析
毛罕平

９ 机械工程学院 李智鹏 金属料带自动抖料机设计 毛卫平

１０ 机械工程学院 孙乐源 基于机器视觉的机械零件测量方法研究 韩延祥

１１ 机械工程学院 张文昊 汽车车身结构件连续成形模具设计研究 陈　炜

１２ 机械工程学院 陶春鸣 箱体右侧面卧式钻孔组合钻床设计及ＣＡＤ／ＣＡＥ分析 郭　娟

１３ 机械工程学院 马雨薇 叶轮ＣＡＭ及基于ＶＥＲＩＣＵＴ的数控加工全景仿真 王　霄

１４ 机械工程学院 洪　红 焊缝特征导波诊断仪的设计与实现 许桢英

１５ 机械工程学院 袁　圆 盐雾浓度静电传感器及测控仪研制 张西良

１６ 机械工程学院 黄　祯 基于ＣＯＭＳＯＬ的金属缺陷无损检测技术研究 徐　琳

１７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濮晓宇 试验温度对ＮＴＰ再生ＤＰＦ的影响研究 蔡忆昔

１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乐乐 具有能量回收功能的公路收费站减速带设计 何　仁

１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　晓 干式双离器的性能分析 朱茂桃

２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　松 轮胎制动力有限元分析 王国林

２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肖　雪 四气门柴油机气缸盖的结构设计与分析 孙　平

２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丁彦姝 液压互联蓄能悬架虚拟样机设计 汪若尘

２３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谢端勇 南汽南汽轿车空调开发 王若平

２４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凯雯 基于镇江市的公共电动自行车租赁系统设计 陈　燎

２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曹　睿 中低压锅炉给水泵的设计 何秀华

２６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维孝 北京市某宾馆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胡自成

２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黄志刚 太阳能斯特林发动机的设计 潘剑锋

２８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邓文豪
基于混合气预热技术的微型动力装置的设计与计算

分析
王　谦

２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穆　茂 舰用三层舱室空调系统设计 王迎慧

３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马之强 ＣＬ８０１５５型化工离心泵设计 刘　栋

３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肖骏林 上海市某酒店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徐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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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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段　科 大功率ＬＥＤ芯片纳米流体喷雾冷却试验台设计及数
值模拟

何志霞

３３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白志娟 扬州某办公楼建筑结构设计
刘荣桂

延永东

３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袁　奇 软土地区某地铁深基坑设计 沈圆顺

３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曹秀兰 我国短命工程现状调研与成因分析 韩　豫

３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蒋　山 基于磁网络模型的低成本永磁电机设计与分析 刘国海

３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曹园园
新型混联式汽车电泳涂装输送机构的全局快速终端滑

膜控制
高国琴

３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杜　伟 无轴承无刷直流电机原理与控制技术 朱誯秋

３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冷芊芊 水产养殖作业船视觉导航系统开发 赵德安

４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吴伟强 车用轮边电机的设计与分析 朱孝勇

４１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朱旭辉 高专局密度永磁电机的优化设计 赵文祥

４２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盛耀楠 基于稀疏表示的图像恢复 沈继锋

４３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胡　钊 基于直流调速的鱼饵投放量控制装置设计 张荣标

４４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黄　煌 走廊结构对建筑内火灾发展的影响分析 孙智灏

４５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彦雄 １００ｍ３／ｄ沼气生产设备设计 储金宇

４６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　运 ３７０００ｍ３／ｈ某烟卷厂除尘系统设计 张　波

４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杨　禄 芡实种壳皮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其抑制沙门氏菌繁殖能

力的研究
蔡梅红

４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於来婷 β葡聚糖酶对富含大麦粉面包焙烤品质的影响 董　英

４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徐　英 鸡腿菇转化银杏内酯机制研究 张志才

５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周　瑶 豆蔻精油抗菌活性及肉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崔海英

５１ 化学化工学院 卢　健 ５００００吨／年粗甲醇精制车间工艺设计 李体海

５２ 化学化工学院 李　欣 β环糊精／壳聚糖修饰氧化石墨烯材料的合成、表征及
其吸附锰离子的应用

邱凤仙

５３ 化学化工学院 魏延臣
负载型金属基离子液体催化剂的合成及其用于燃油催

化氧化脱硫的研究
贺敏强

５４ 财经学院 江禹杰 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声誉风险管理实证研究 徐小阳

５５ 财经学院 徐　萌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谭中明

５６ 财经学院 韩丽霞 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徐惠珍

５７ 财经学院 赵承志 江苏省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刘　洁

５８ 财经学院 盛世宁
苏州市物流业与制造业细分行业联动发展协调度实证

研究
贺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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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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财经学院 张　琳 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研究 吴梦云

６０ 财经学院 葛坤进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吴继英

６１ 财经学院 吴秋桐 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研究 朱乃平

６２ 财经学院 周菲菲 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 谢竹云

６３ 财经学院 金　艺 电力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正明

６４ 财经学院 谭　璇 中小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评价研究 江红莉

６５ 财经学院 曹晓梅 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Ｒ＆Ｄ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卢建云

赵顺娣

６６ 管理学院 李军强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光伏产业递阶式技术突破协同机

制研究
郭本海

６７ 管理学院 王燕玲
中小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胜任力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
角地区为例

梅　强
蔡　莉

６８ 管理学院 季彩云 大学生ＡＰＰ使用行为研究 陈　洋

６９ 管理学院 吴建霆 纬创资通Ｃ机型装配线平衡研究 赵艳萍

７０ 管理学院 戴星星
基于顾客感知的宁枫名爵 ４Ｓ店售后服务质量提升
研究

郭龙建

７１ 管理学院 严朋程 电信客户服务水平评价研究 刘秋生

７２ 管理学院 师佩琳 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现状与对策研究 詹长春

７３ 管理学院 沈印君 Ａ企业电瓶车配件物流配送方案优化研究 彭永涛

７４ 文法学院 邬梦珂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思想初探 王焕池

７５ 文法学院 王　芳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浅议 王　勇

７６ 文法学院 祝心怡 风险社会下知识产权发展的反思 何　铭

７７ 文法学院 朱　珂 晓风清浅　焕美如诗———论张晓风散文的诗性美 吴晓峰

７８ 文法学院 孙家愉 《孔子家语》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研究 范国强

７９ 教师教育学院 毛月婷
教育技术学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生 ＴＰＡＣＫ现状的
比较研究

康　翠

８０ 外国语学院 陆品超

ＡＰｒａｇｍ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Ｈｏｍｉｎｅｍ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Ｎｅｗ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ｄｉ
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

吴　鹏
闫林琼

钟兰凤

８１ 外国语学院 孙　珍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ｌｋｉｎＣｌａｓ
ｓｅｓ：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李　民
丁　建

８２ 外国语学院 丁　婕 ＢｌａｃｋＨｕｍｏｒｉ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Ｆｉｖｅ 张　罗

８３ 外国语学院 凌奕树 中日の定年高
!

者である生活
"

态の比较 王保田

８４ 艺术学院 张成荫 家用立体停车位功能与外观改良设计
张　凯
孙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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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８５ 艺术学院 李绍伟 ＯＰＰＯ体验展示空间相关产品设计 孙宁娜

张　凯

８６ 艺术学院 苏柳祖贤 团结河上游湿地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左俊杰

８７ 艺术学院 吴丹蓉 崇仁古镇文化中心环境设计研究 贾洪梅

８８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黄茹辉 小型探测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开发 朱　轶

８９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刘君琦

基于自适应局部敏感和可鉴别稀疏表示的视频语义检

测技术研究
詹永照

９０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羊　立 复杂环境下的行人检测和再识别系统设计 成科扬

９１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任　云 基于三维无条件稳定五步ＬＯＤＦＤＴＤ算法的ＵＰＭＬ吸

收边界研究
杨利霞

９２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林　哲 运营商ＩＰ骨干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韩晓茹

９３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毛承旺 基于Ｋｉｎｅｃｔ的不安全驾驶行为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毛启容

９４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胡华明 无线传感网中分簇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王昌达

９５ 医学院 夏　斌 ＨＰＶ１６Ｅ６，１８Ｅ６单抗制备及其鉴定 孔倩倩

９６ 医学院 赵依琳 ＨＭＧＢ１沉默对乳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许化溪

９７ 药学院 王　悦 杠柳苷元在大鼠肝微粒体中的代谢研究 朱　源

９８ 药学院 鲍鹏悦 ｌｋｓｌ片剂的制备 刘宏飞

９９ 药学院 李　君 量子点生物大分子标记物的制备及其分离 童珊珊

１００ 理学院 唐元开 一种新型光栅的性质与应用 王正岭

１０１ 理学院 王　杰 液体环境下激光加工机理研究 许伯强

１０２ 理学院 朱沁文
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Ａｄｏｍｉａｎ级数解与Ｔａｙｌｏｒ级数解
的比较

卢殿臣

１０３ 理学院 李薇宇
伽罗瓦理论探讨———以多项式方程根式可解性问题

为例
夏利猛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在校本科生人数（按学院统计）（２０１５．１１．１９统计）

人

学院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４级 ２０１５级 总计 预计毕业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２７ ３７０ ３３７ ３７５ １４０９ ３２７

财经学院 ５３６ ４９１ ５３１ ４８３ ２０４１ ５３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７１ ３９８ ３８８ ３８３ １５４０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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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４级 ２０１５级 总计 预计毕业生

管理学院 ３６０ ４２１ ４４９ ４４５ １６７５ ３６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２８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４１ ４９４ １２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２４ １５２ １３６ １４０ ５５２ １２４

机械工程学院 ４１７ ４０１ ３８１ ３８４ １５８３ ４１７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７２ ３５１ ３３２ ３６６ １４２１ ３７２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５ ３１ ３４ ３９ １３９ ３５

理学院 １９３ ２０７ ２２６ ２２５ ８５１ １９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７ ３３ ３５ ３１ １２６ ２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３７ ３７２ ３６１ ３５８ １４２８ ３３７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３５ ３５ ２９ ４６ １４５ ３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４３８ ３６０ ４００ ３５１ １５４９ ４３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５９ ５８６ １４１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３６ １６３ １６６ １７１ ６３６ １３６

外国语学院 １７５ １４１ １３６ １７６ ６２８ １７５

文法学院 ２４６ ２７２ ２９８ ２７５ １０９１ ２４６

药学院 １５２ １７６ １６１ １７２ ６６１ １５２

医学院 ５５４ ５３６ ４２２ ４５２ ４３２ ２３９６ ６１７

艺术学院 ２９９ ２７３ ２６３ ２６８ １１０３ ２９９

总计 ５５４ ５３８５ ５３２５ ５３７０ ５４２０ ２２０５４ ５４６６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在校本科生人数（按专业统计）（２０１５．１１．１９统计）

人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５７ ６１ ８１ ８７ ２８６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４６ ５５ ５７ ５７ ２１５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５２ ６３ ５５ ５９ ２２９

金属材料工程 ５０ ６６ ４９ ５８ ２２３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４１ ７８ ５８ ６０ ２３７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器

件）
３８ ３８

冶金工程 ４３ ４７ ３７ ５４ １８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汇总 ３２７ ３７０ ３３７ ３７５ １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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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财经学院

保险 ２５ ２５

保险学 ２８ ３３ ３４ ９５

财务管理 ６９ ５９ ６５ ６１ ２５４

财政学 ２８ ３１ ２７ ３１ １１７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６０ ５８ ６２ ６４ ２４４

会计学 １８８ １４３ １６５ １２９ ６２５

金融学 １１４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０２ ４３６

能源经济 ２６ ３３ ３２ ３１ １２２

统计学 ２６ ３１ ３５ ３１ １２３

财经学院汇总 ５３６ ４９１ ５３１ ４８３ ２０４１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７９ ８９ ８１ ５９ ３０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 ４７ ４６ ４９ ５９ ２０１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４ ５６ ５６ ５８ ２２４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５１ ５７ ５８ ５７ ２２３

农业电气化 ３５ ２７ ３０ ９２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３２ ３２

生物医学工程 ２７ ３０ ２７ ３０ １１４

自动化 ８１ ８５ ９０ ９０ ３４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汇总 ３７１ ３９８ ３８８ ３８３ １５４０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２４ ３５ ２９ ３０ １１８

工商管理 ６１ ６７ ６７ ７１ ２６６

工业工程 ５６ ５８ ５９ ６０ ２３３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２９ ２８ ３２ ２９ １１８

人力资源管理 ５５ ５５ ６３ ６１ ２３４

市场营销 ３８ ５７ ６１ ６４ ２２０

物流管理 ４３ ６６ ８６ ７０ ２６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５４ ５５ ５２ ６０ ２２１

管理学院汇总 ３６０ ４２１ ４４９ ４４５ １６７５

化学

化工学院

化学 ３６ ３６

化学（师范） ２９ ２９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５０ ５７ ５７ ５３ ２１７

应用化学 ４９ ５６ ５５ ５２ ２１２

化学化工学院汇总 １２８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４１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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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４５ ５８ ５３ ５１ ２０７

环保设备工程 ２７ ３５ ２８ ３１ １２１

环境工程 ５２ ５９ ５５ ５８ ２２４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汇总 １２４ １５２ １３６ １４０ ５５２

机械工程

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６６ ６１ ５２ ５８ ２３７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５７ ５８ ５６ １７１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６４ ６４

机械电子工程 ５７ ６０ ５４ ６１ ２３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２７ １０９ １６４ １４７ ５４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５５ ６３ １１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 ４８ ５１ ５３ ６２ ２１４

机械工程学院汇总 ４１７ ４０１ ３８１ ３８４ １５８３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５ ５８ ５５ ６２ ２３０

软件工程 ５８ ６１ ５６ ６９ ２４４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４５ ４５

通信工程 ５５ ６０ ５６ ６１ ２３２

网络工程 ５５ ６１ ５６ ５９ ２３１

物联网工程 ４９ ５６ ５５ ６０ ２２０

信息安全 ５５ ５５ ５４ ５５ ２１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汇总 ３７２ ３５１ ３３２ ３６６ １４２１

教师教育

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３５ ３４ ３９ １０８

教育学（师范） ３１ ３１

教师教育学院汇总 ３５ ３１ ３４ ３９ １３９

理学院

数学类（中外合作办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
２５ ２５ ２９ ７９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３０ ３２ ２８ ３６ １２６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课程实验班） ３２ ３２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５４ ７０ ８９ ７１ ２８４

物理学（师范） ２９ ５１ ５２ ６１ １９３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 １７ １７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３１ ２９ ３２ ２８ １２０

理学院汇总 １９３ ２０７ ２２６ ２２５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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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２７ ３３ ３５ ３１ １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汇总 ２７ ３３ ３５ ３１ １２６

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６１ ５４ ５７ １７２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４７ ４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 １２５ １２１ ２４６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其自

动化）
６２ ６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能减

排技术）
６６ ６６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
６９ ６７ ６１ １９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卓越）
５５ ５９ ６０ １７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动

化）
５０ ５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能减

排技术）
６３ ６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
７０ ７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卓越）
５０ ５０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５７ ５９ ５６ ５９ ２３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汇总 ３３７ ３７２ ３６１ ３５８ １４２８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３５ ３５ ２９ ４６ １４５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汇总 ３５ ３５ ２９ ４６ １４５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２０２ １２０ １５８ ９７ ５７７

车辆工程（卓越） ５１ ５４ ４３ ６０ ２０８

交通工程 ５０ ５５ ５５ ５８ ２１８

交通运输 ５６ ５７ １１３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５９ ５４ １１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
７７ ８８ ７９ ２４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
７６ ７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汇总 ４３８ ３６０ ４００ ３５１ １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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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１８ ２６ ４４

生物技术 ２１ ２６ ２９ ７６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３２ ３４ ６４ ７１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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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５５ ５３ ５９ ２１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汇总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５９ ５８６

土木工程

与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 ４６ ６２ ８２ ５１ ２４１

工程力学 ３０ ３０

土木工程 ８４ ９０ １７４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６０ ６３ １２３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３０ ３８ ６８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汇总 １３６ １６３ １６６ １７１ ６３６

外国语学院

日语 ５５ ５７ ５０ ６６ ２２８

英语 ５１ ８４ ８６ １１０ ３３１

英语（师范） ６９ ６９

外国语学院汇总 １７５ １４１ １３６ １７６ ６２８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 ４６ ４６

法学 ８９ １３８ １１８ ３４５

法学（国际经济法） ５３ ５３

法学（经济法） ４８ ４８

汉语国际教育 ５５ ３９ ３７ １３１

汉语言文学 ６２ １２１ １２０ ３０３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 ４５ ４５

汉语言文学（师范） ５４ ６６ １２０

文法学院汇总 ２４６ ２７２ ２９８ ２７５ １０９１

药学院

药物制剂 ５２ ５６ ５４ ５７ ２１９

药学 ４６ ６０ ５３ ５５ ２１４

制药工程 ５４ ６０ ５４ ６０ ２２８

药学院汇总 １５２ １７６ １６１ １７２ ６６１

医学院
护理学 ４１ ６０ ６３ ６６ ２３０

临床医学 ２４８ ２１４ １５８ １６６ １５０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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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 总计

医学院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１３５ １１７ ２５２

卫生检验 ２２ ２２

卫生检验与检疫 ３０ ２３ ２９ ８２

医学检验 １１４ ８９ ２０３

医学检验技术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６ ３１６

医学影像学 ５７ ５３ ６８ ９６ ８１ ３５５

医学院汇总 ５５４ ５３６ ４２２ ４５２ ４３２ ２３９６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３７ ４１ ４９ １２７

动画 ３３ ２８ ３１ ２２ １１４

工业设计 ２７ ３３ ２８ ３１ １１９

工业设计（艺术） ４２ ４２

公共艺术 ２９ ２６ ２４ ７９

环境设计 ５２ ５１ ５３ １５６

美术学（师范） ３７ ３０ ２７ ３１ １２５

视觉传达设计 ３６ ３０ ３０ ９６

数字媒体艺术 ２８ ２９ ２８ ８５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６１ ６１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 ３３ ３３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３８ ３８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 ２８ ２８

艺术学院汇总 ２９９ ２７３ ２６３ ２６８ １１０３

总计 ５５４ ５３８５ ５３２５ ５３７０ ５４２０ ２２０５４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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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７ ２５５ ７５．６７％ ８１ ２４．０４％

财经学院 ５２８ ５０８ ９６．２１％ ３５８ ６７．８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７７ ３３３ ８８．３３％ １５８ ４１．９１％

管理学院 ４２４ ３９５ ９３．１６％ ２０１ ４７．４１％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１２ ８８ ７８．５７％ １９ １６．９６％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３４ １１６ ８６．５７％ ４５ ３３．５８％



%&'()*

（２０１６）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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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学院 ３７８ ３１４ ８３．０７％ １２４ ３２．８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３２ ２８３ ８５．２４％ １１５ ３４．６４％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１ 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３ ７４．１９％

理学院 ２２６ ２１０ ９２．９２％ １１７ ５１．７７％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３５ 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３ ６５．７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６１ ３２８ ９０．８６％ １５６ ４３．２１％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２９ ２７ ９３．１０％ １２ ４１．３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３９７ ３６３ ９１．４４％ ２０５ ５１．６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３９ １２２ ８７．７７％ ４７ ３３．８１％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６１ １４８ ９１．９３％ ７６ ４７．２０％

外国语学院 ５０ ４６ ９２．００％ ２７ ５４．００％

文法学院 ２９８ ２９３ ９８．３２％ １８７ ６２．７５％

药学院 １５５ １３２ ８５．１６％ ４７ ３０．３２％

医学院 ４４３ ４３８ ９８．８７％ ２９５ ６６．５９％

艺术学院 ２８ ２７ ９６．４３％ １０ ３５．７１％

总计 ４９７５ ４４９２ ９０．２９％ ２３２６ ４６．７５％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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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级计算机通过率统计

学院名称 通过人数 修读人数 通过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１ ３７３ ８．３１％

财经学院 ９３ ４９１ １８．９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１２２ ４００ ３０．５０％

管理学院 ６２ ４１９ １４．８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７ １１４ ６．１４％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２７ １５３ １７．６５％

机械工程学院 ７３ ３９７ １８．３９％

教师教育学院 ３ ３１ ９．６８％

理学院 ３１ ２１０ １４．７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３２ ３３ ９６．９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９７ ３７５ ２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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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名称 通过人数 修读人数 通过率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２ ３４ ５．８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８８ ３４８ ２５．２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３３ １４２ ２３．２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６ １６２ ３．７０％

外国语学院 １９ １４２ １３．３８％

文法学院 ７０ ２７２ ２５．７４％

药学院 ２４ １７５ １３．７１％

医学院 ７４ ４１７ １７．７５％

艺术学院 １０ ２７４ ３．６５％

全校 ９０４ ４９６２ １８．２２％

（撰稿人：吕　翔　核稿人：赵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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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代码

１８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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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学院获批为事业单位
法人，成为江苏省１０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试点独立学院之一。学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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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办公室、评估建设办公室、计

划与学籍管理办公室、素质教育与教学质量

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实践教学办公室、第一

学工办、第二学工办、第三学工办、第四学工

办等１１个科室；现有教职工 １２８人，全日

制本科生 ９６００余人，已累计培养 １３届
１７０００多名本科毕业生。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
党委举办了２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
学员５１５名，结业４２２人，共发展学生党员
１９２人、教师党员２名，并举办了预备党员
转正答辩会。党支部由原来的２０个调整为
１７个（其中２个教工党支部，１５个学生党支
部）。学院党委注重政治理论学习，提升领

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养，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校第三次党代会精

神、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广大

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学习，围

绕三个专题进行了 ６次学习研讨。紧扣
“实”字，强化中心组学习的深层与务实；紧

扣“活”字，注重理论学习的形式与影响；紧

扣“新”字，确保学习内容的丰富与时效。

加强学院领导班子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坚

持民主集中制，助推学院事业发展。２０１５
年，学院党委被评为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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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转型发展调研报

告》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中层干部优秀调
研成果一等奖；党建成果《独立学院党建工

作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践》获第三届全国民

办高校党建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德育成

果《独立学院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

探析》获第十一届全国民办高校德育工作优

秀论文二等奖。在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党的建
设研究论文评选中获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２
篇、三等奖２篇、鼓励奖９篇。学院网站再
次被评为“江苏大学十佳二级中文网站”。

学院２０１５年累计在省、市及以上媒体发表
宣传报道３２篇，在校内媒体发表报道 ３０８
篇，获得江苏大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教学工作】 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根据原

方案分两批完成了２０１４级１０５名学生的转
专业工作，覆盖３０多个不同专业的学生，有
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为使得

自主选择专业政策能够惠及更多同学，学院

认真总结分析原有实施办法的优缺点，充分

听取专家、师生意见，经过多次专题研讨，对

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

根据新办法，优秀新生有机会在一年后免试

转入任一专业；各专业接收转入比例提高

到２０％；二年级时仍有自主选择专业机会；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代替原转专业英语考试。

新办法覆盖专业更广，受众比例更大，导向

作用更加明显。搭建平台，管理创新。举办

学院第三届高等数学竞赛和首届大学生英

语竞赛，辅导学生积极备战江苏省和国家高

等数学、大学生英语竞赛。积极组织参加江

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等省、国

家级学科竞赛，聘请相关专家对其进行强化

辅导。２０１５年，共计有 ２０多人获奖，其中
包括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际青少年创

新设计大赛中国区复赛（创业类）”一等奖，

“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

大赛二等奖等。２０１５年学生科研立项获批
１３０余项，学生在省级以上期刊独立发表科
研论文５３篇。学院为２０１３级１３１位优秀
学生聘任了 ２２位导师；成立本科学习中
心，聘请 ２４位教师值班，全年指导学生
１０００多人次。全年采集学生评教数据
１４０００多条，教研室主任评教数据１５００多
条，教学监控委员会评教数据２５００多条。
优化专业结构，拓展学位授予权；进行了电

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工程３个
新专业的申报，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合

理。根据省教育厅对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要求，学院进行了认真总结，自查整

改，冶金工程专业顺利通过学士学位授予权

实地评审。２０１５年新增财务管理专业，积
极申报质量管理专业。专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教育资源充分挖掘。推进国际合作，扩

大办学视野。与韩国牧园大学就“２＋１＋２”
合作办学模式、双向互派交换生、互派教师

交流学习、轮流举办两国四校国际会议、两

校学生双向游学等合作项目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成立中韩交流中

心，为学生赴韩国学习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积极准备与美国印第安纳理工学

院能源与动力专业本科教育的合作办学项

目。与奥地利欧中教育产业合作总部代表

就合作举办“中奥应用科技学院”进行了两

轮洽谈，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拟向教育

部申报成立“江苏大学京江学院中奥应用科

技学院”。２０１５年，学院海外学习项目人数
实现历史性飞跃，达到１２０余人次，其中境
外省政府奖学金项目７人，境外调研实践项
目１２人，毕业生赴境外名校１３余人，短期
境外校园文化交流１００余人。
【新校区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新校区建

设顺利推进。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新校区开工奠
基以来，已开工建筑面积１３．６９万平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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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５号教学楼、１９号体育馆及１１、１６号学
生公寓已结构封顶，６号实验楼春节前有望
封顶。图文信息中心总体设计规划方案基

本成型，管道迁移工作将在年底施工。为保

证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学院在项目建设的

过程中进行全面跟踪管理、协调，为工程建

设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６月１９日镇
江市委书记夏锦文视察学院新校区建设情

况，对新校区建设标准、建设质量、建设进度

给予充分肯定。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全年共完成招

聘院编教师３２名，２０１５年年底院编教师总
数已达 ８８人，其中专任教师 ４５名。对 １１
名专任教师进行岗前培训课堂教学实践考

核。进一步规范实施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

度，为青年教师聘任了１２位教学经验丰富
的资深导师，给予精心指导和“传、帮、带”。

派遣新招聘的图书馆、实验室储备教师到江

苏大学图书馆、相关专业实验室培训锻炼。

鼓励青年教职工继续深造，共有１０人申请
进修。调整了院编职工的薪酬结构，适度提

高了人事代理制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纳额

度，改善青年教师生活保障水平。与江苏大

学人事处协调，完成了高校教师信息采集工

作，采集校编和院编教职工共１２８人信息，并
借此进行了江苏大学校内教师划转招聘意向

摸底，为将要进行的校内教师划转打下良好

基础。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根据贫困生的手机
消费情况，对在库的非毕业班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进行了再审核和认定，确保贫困生认定

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２０１５年为５３２名
学生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共３９５万元。经
过反复沟通，学院争取到镇江市福彩助学金

９万元。２０１５年度共发放国家奖学金 ２．４
万元、励志奖学金 ７１．５万元、国家助学金
２２９．０５万元。积极开展“助学·筑梦·铸
人”主题征文活动，培养学生感恩意识，传递

正能量。在２０１４年度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
作中，学院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获评“良好”

等级，并获得省资助中心１０万元资助。启
动“青蓝彩虹桥　领航京江梦”工程，聘请
院领导担任２０１４级部分班级的“特别班主
任”，着力推进学业规划在班风、学风建设中

的引擎作用。开展优良班风评比工作，挖掘

典型做法并予以广泛推广，实现以评促改，

以改促建。２０１５年，在学校相关部门、学院
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４３２１”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基本完
成。在这一体系指引下，学院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精彩纷呈，成效着实有力。学院积极

为培养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辅导员创造

平台、拓展渠道。２０１５年，１人考取南京师
范大学辅导员专项博士，１人取得博士学
位。截至目前，１４人获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格，其中４人为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１５人
获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１人获“ＢＢＣ国际
生涯教练”资质，２人获“ＫＡＢ培训讲师”资
质；１人分获“第十一届全国民办高校德育
论坛”二等奖和“第十六届全国高校青年德

育工作者论坛”二等奖，１人获“江苏省第三
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２０１５年，学院辅导员在中文核心期刊、省级
刊物发表思政论文１３余篇，出版专著１部，
２名辅导员获批校思政课题重点项目、一般
项目各 １项。学生对辅导员的满意率达
９１％，学院第二学工办被评为江苏大学“青
年文明号”集体称号。２０１５年，学院以“学
术育人、信念培养、实践养成”为指导思想，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开展了

主题丰富、独具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

“文化艺术节”“科技创新节”“传统文化节”

的４０余个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新华社、中新社和《光明日报》《新

华日报》《中国社会报》等主流媒体相继报

道学院青年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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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与就业工作】 始终把招生宣传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招生

宣传工作。６至７月份，学院领导分头带领
教职工冒着酷暑分赴全省各市参加招生咨

询会４０余场，协调、组织各学院招生宣传队
伍深入中学进行招生宣传；在《扬子晚报》

等媒体上大力宣传学院的特色亮点，发布招

生信息。在校招办和各学院的支持下，在全

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５年京江学院
共录取２５００名新生，理科录取分数线２９１，
超省控线１３分；文科录取分数线 ３０１分，
超省控线１３分，招生规模扩大，生源质量稳

步提高。组织多场“考研经验交流会”“就

业经验交流会”“考研动员与规划讲座”“公

务员备考讲座”“海外学习及出国指导讲

座”，提高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同时鼓励

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及人才短缺的

行业就业，调整好毕业生的择业定位。２０１５
届毕业生考研达线率达４４．４３％，考取研究
生２６０多人；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９１．３５％，其中协议就业率７８．８６％，升学率
９．２８％。

（撰稿人：王　蒙　核稿人：陈志刚）

２０１５年京江学院专业、在校学生数
人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５级 ２０１４级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２级 合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３５ １３３ １０３ １００ ４７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０ ０ ５９ ５８ １１７

机械电子工程 ８５ ９２ ８３ ７９ ３３９

车辆工程 １０７ １１９ １２８ １２５ ４７９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 ０ ０ ０ ５４ ５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动化） ０ ０ ０ ５０ ５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０ ０ ０ ５３ ５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 ５６ ６０ ３９ ０ １５５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其自动化） ５９ ５９ ５４ ０ １７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５７ ５８ ７２ ０ １８７

交通工程 ０ ０ ０ ４０ ４０

交通运输 ５１ ５２ ３７ ２２ １６２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８１ ７７ ４１ ３４ ２３３

金属材料工程 ５０ ５１ ３７ ２４ １６２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０ ０ ０ ３３ ３３

冶金工程 ０ ０ ０ ２０ ２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８５ ９１ １１８ ９４ ３８８

自动化 ６２ ６２ ８８ ６３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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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５级 ２０１４级 ２０１３级 ２０１２级 合计

电子信息工程 ５０ ６２ ５９ ５０ ２２１

通信工程 ６０ ６０ ５８ ５１ ２２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８ ５０ ５１ ４５ ２０４

软件工程 ５７ ６０ ５３ ４１ ２１１

土木工程 ８３ ９４ １０８ ６９ ３５４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５２ ５１ ３１ ２７ １６１

安全工程 ５２ ５８ ３４ ２６ １７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６５ ４５ ６６ ５１ ２２７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５６ ５８ ６１ ２８ ２０３

市场营销 ９０ ７５ ８９ ４８ ３０２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 ０ ０ ０ ３２ ３２

工业工程 ５４ ５０ ３５ ２８ １６７

物流管理 ５９ ５９ ７０ ４８ ２３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５ ７９ ８６ ８７ ３４７

能源经济 ５８ ８６ ５１ ５２ ２４７

会计学 １０５ １７６ １８０ ２２４ ６８５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 ０ ０ １３３ １３６ ２６９

财务管理 ７９ ０ ０ ０ ７９

统计学 ５８ ６２ ４５ ４４ ２０９

英语 ５６ ５５ ９２ ９０ ２９３

视觉传达设计 ５０ ５１ ０ ０ １０１

环境设计 ４９ ４８ ０ ０ ９７

制药工程 ０ ０ ０ ３４ ３４

医学检验技术 ９０ １１３ １２４ ０ ３２７

医学检验 ０ ０ ０ １３１ １３１

护理学 １０１ １１７ ９８ ９４ ４１０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５５ ５３ ３５ ３４ １７７

合计 ２３６０ ２４１６ ２４１８ ２３１９ ９５１３

（撰稿人：王绍娟　核稿人：王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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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继续教育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目前有正

式职工１６人，聘用人员１９人。其中院领导
７人（含３名副调研员），下设７个部门：办
公室、学历教育办公室、招生学籍办公室、远

程教育与技术服务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

室、服务外包办公室、南京教学部。成人高

等教育专业涵盖了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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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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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在籍学生规模为

１７０００余人，在江苏、江西、云南、山西、海
南、广西等省（自治区）设有 ３０余个函授
站、教学点。非学历教育培训取得突破性进

展，培训达到９５７０人次。学院建有机械工
业教育发展中心授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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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办学在充分依托学校雄厚师资队

伍和教学科研实验设备的同时，还专门建立

了教学计算机房、多媒体教室、网络课程录

播编辑室等教学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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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教育部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与

开放联盟高校。学院以教学为中心，创新教

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推进“混

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依托学校学科专业优

势，开创继续教育办学特色，３０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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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被学校评为机关作风先进
单位、先进工作单位。学院在未来的发展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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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
高度重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真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照“三严三

实”要求，学院领导班子认真查摆“不严不

实”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明确了今后

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扎实推进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认真组织学习

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不断提升

党员的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以“三服务”

为主题、“三提升”为目标、“三推进”为抓

手，切实推进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建设。

顺利完成了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积极

开展党日活动，“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活动

获评学校最佳党日活动鼓励奖。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教职工理论学习制度。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全院教职工服务意识和

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

状态，１人获评“三育人”先进个人。积极开
展对外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学院最新工作动

态，积极向学校新闻中心、官方微信、“三严

三实”专栏等投稿，在校内媒体上发稿 ５０
余篇。加强网站建设，全新改版的学院门

户网站成功上线，首次被评为学校２０１５年
度“十佳”中文网站。高度重视党风廉政

建设。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落

实直属党支部主体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责任。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稳

定工作。

【学历继续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加快学
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稳定办学规模，加强

教学研究，积极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改

革，全面促进函授教育教学现代化。进一步

规范教学管理，建立健全继续教育管理规章

制度。学院全面梳理了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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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修订了招

生、学籍、教学、档案管理等４个方面９项制
度，编印了《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制

度汇编》，整理完善了招生学籍管理和教学

管理用表。办学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加大艰

苦行业、校企合作招生改革试点项目，申报

９个专业试行自主招生，在全省生源明显下
滑的形势下，保持学校成人高等教育规模稳

定。共组织校企合作生源２８８０，择优录取
２５１３人。加强基地建设服务，主动撤销了
２个站点，利用校企合作的契机，培育了２个
有发展潜力的站点，拟于２０１６年申报备案
成功 １～２个新增站点。申报新增专业
１个。２０１５年省教育厅下达给学校的招生
计划为 ６５００人（本科 ６４４８人，专科 ５２
人），省控线上人数为 ７５１４人，经积极申
请，追加了 ９６０名本科计划指标，共录取
７４９２人（本科７４３２人，专科６０人）。推进
收费模式改革，降低办学风险，办学净收入

１５０９万元，增长１２％，２０１５级新生达到零
欠费预期目标。加强学籍管理，进一步加强

在籍学生的资格审核、清理工作，严格按规

定办理转学、转专业、休学、复学等学籍变动

手续；全面完成在籍学生清理核查工作（目

前成考学历教育在籍生数为１６９４４人，“专
接本”在校生３５８人）；完成新生学籍注册
７５４１人，春、夏季毕业生电子注册 ６５４９
人。做到了新生注册、学籍档案管理、毕业

审核及毕业生电子注册、证书发放等每个环

节无差错。学院克服办学形式多、办学层次

多、办学地点分散的困难，坚持将以教学为

中心，注重过程控制，提升内涵，提高教学质

量。完成２０１５级教学计划汇编；组织完成
１个高起本专业和艰苦行业、校企合作自主
招生９个专业培养计划的修订；组织５２５３
名考生分别在省内６个分考点、省外１个分
考点参加学位外语考试；完成学位申报、初

审工作，２０１５春、夏季毕业生中２６２３人被

授予学士学位，总学位授予率达 ３９．１６％。
加强教材建设与推广，２０１５年组织完成成
人高等教育特色教材《工程数学》编写；加

大推进函授站点使用学院组织自编的成人

高等教育系列教材力度。组织召开主题为

“提升内涵　规范管理　共促成人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的２０１５年函授站工作年会，通过
对新一轮站点教学水平评估的总结、反馈、

表彰，再次强调了江苏大学函授站管理的要

求。加强教育研究，学院代表学校撰写的

“运用技术手段，推进函授教育现代化”案

例被收录省教育厅《２０１５江苏省高等学校
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推进会交流材料》（全省

高校共２４篇入选）。获批江苏省高校成人
教育研究会２０１５年度重点立项、一般立项
课题各１项，分别是“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
育质量监控体系研究”“微课程开发与应用

对成人教育混合式学习的影响研究”。

【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 ２０１５年按照学校
对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要求，主动参与学习

型社会建设，整合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搭建

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广泛开展多类型、多层

次、开放便捷的继续教育。首次组织学校各

学院挖掘特色鲜明的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汇

编成《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指南》。

做实江苏省高职师资培训工作，今年共有

５个培训项目（机电设备（含材料、能源）、汽
车维修、护理、工商管理类骨干教师培训及

制造大类专业负责人培训）在学校开设，２０２
名高职专业教师参加了培训，其中“汽车运

用与检测维修技术”骨干教师培训获评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培训优秀培训
项目”。２０１５年省高职师培中心对省高职
培训项目实行招投标政策，学院作为牵头部

门主动与学校相关学院联系，制定培训方

案，积极参加投标，共投标工商管理创业创

新研修班等６个培训项目，中标４个项目。
中标泰州市政府“企业质量管理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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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研班”和“化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研修

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１０４人的培训工作。
圆满完成海安教育局基础教育和幼儿园教

育管理者１５１名学员的培训任务。与江苏
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江苏索普煤

化工综合高效节能减排技术培训”。建设农

机省级培训基地，制定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

程教育培训中心年度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获批２０１５年省级农机化专项基金４万元，
完善“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

心”网站。暑期对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

公司 １３５名新员工实施入职培训，为公司
“人才兴企”的理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

镇江思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优特力科

技服务公司两个培训机构合作，已开展“中

小企业主管理研修班”和“卫生系统后备干

部培训”等项目共３期２０９人。与北京弘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会计双证”在

线辅导课程。工程硕士管理规范有序，做好

在校生１７８人（其中吴江教学点１１人，江阴
教学点９３人，丹阳教学点２人，常熟教学点
４３人，无锡教学点２０人，海安教学点９人）
的成绩管理、毕业生论文送审、答辩、档案管

理等日常管理工作。培训管理逐步加强，作

为全校的非在校生非学历教育归口管理部

门，做好协调、管理、统计等服务工作，协调

好与政府、承办学院及学员的关系。２０１５
年全校非在校生非学历教育培训总计９５７０
人次（其中学院组织培训１０１８人次），增长

５２．４％。全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收入
１０２４万元（其中学院完成 ２２６万元，增长
６６％）。另外，学院工程硕士到账经费为７１
万元。

【教育技术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教育技术工
作取得实质性发展。长线专业网络课程建

设任务基本完成。２０１５年通过自录、互换、
链接编辑共享课程资源等多种形式加快网

络课程建设，完成 ８门互换课程的编辑工
作，完成２０门自录课程编辑上传工作，链接
编辑６１门共享资源课程资源。探索多种新
型网络课程建设模式，组织并编辑制作 ２７
件微课作品参加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

“２０１５第三届全国微课程大赛”及由江苏省
高教学会成教研究会主办的“２０１５江苏省
继续教育微课资源大赛”，学校同时获得全

国“优秀组织奖”（江苏省只有两所高校获

此殊荣）和江苏省“优秀组织奖”（江苏省十

家获奖单位）。参赛作品分别获得全国个人

作品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江苏省个人
作品二等奖１项、优秀奖２项。大力推进网
络课程与教学管理平台的改进完善，全年共

完成大小改进任务 ４０余项。首次实现了
２０１５级学生远程网银支付缴费注册和２０１５
年学位外语考试网上报名、应届毕业生学位

申报在线审核工作。实现了包括招生录取、

收费管理、学籍管理、教务管理、在线学习、

成绩管理、毕业审核、学位申报和档案管理

在内的全部过程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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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起点升本科

１ 土木工程 函授

２ 车辆工程 函授

３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５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６ 艺术设计 业余

７ 会计学 函授、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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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序号 专业名称 教育形式

８ 工商管理 函授、业余

９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１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业余

１１ 市场营销 函授

专科起点升本科

１ 物理学 函授

２ 土木工程 函授

３ 环境工程 函授

４ 车辆工程 函授

５ 通信工程 函授

６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７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８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９ 热能与动力工程 函授

１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１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１２ 法学 函授、业余

１３ 药学 函授、业余

１４ 会计学 函授、业余

１５ 金融学 函授

１６ 工程管理 函授

１７ 工商管理 函授、业余

１８ 财务管理 函授、业余

１９ 物流管理 函授、业余

２０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业余

２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２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业余

２３ 教育学 函授、业余

２４ 小学教育 函授、业余

２５ 学前教育 函授、业余

２６ 艺术设计 业余

２７ 汉语言文学 函授

２８ 英语 业余

２９ 护理学 业余

３０ 临床医学 业余

３１ 医学检验 业余

江苏大学函授、业余在籍学生数

继续教育在籍生 １６９４４

其中

函授本科 １１５８７

函授专科 １１４

业余本科 ５２４３

业余专科 ０

脱产本科 ０

脱产专科 ０

自学考试助学班 ０

　　注：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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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函授（站）分地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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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淮阴卫生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校外

教学点

淮阴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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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

江苏大学江苏省南通卫生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成人教

育校外教学点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开发区振兴

东路２８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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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如皋市江海技工

学校函授站

如皋市江海技工

学校

江苏省如皋市福寿

路金河大厦５楼 ０５１３－８７６５４４９３ 南通

苏州
江苏大学常熟广播电视大

学函授站
常熟广播电视大学

常熟市泰安新村

３１号 ０５１２－５２８８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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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张家港开放大学

函授站
张家港开放大学

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８９号 ０５１２－５８６８３３１３ 苏州

苏州
江苏大学苏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函授站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苏州市吴中大道致

能大道１号 ０５１２－６６５５０８７２ 苏州

泰州
江苏大学泰州市姜堰区职

工学校函授站

泰州市姜堰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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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江苏大学江苏省宜兴丁蜀

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江苏省宜兴丁蜀中

等专业学校

宜兴市丁蜀镇周墅

大桥旁
０５１０－８７４０３４９２ 无锡

徐州

江苏大学江苏大学附属徐

州医院徐州市三院成人教

育校外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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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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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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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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
江苏大学东台卫校成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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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
江苏大学镇江丹阳市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函授站

镇江丹阳市人力资

源培训中心

丹 阳 市 白 云 街

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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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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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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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江苏大学昆明函授站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

学校

昆 明 市 学 府 路

３８８号 ０８７１－６６０５１１０２ 云南

（撰稿人：左国荣　核稿人：许友谊）

改革与创新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１Ｚ 基于亚波长光栅结构的纳米尺度反射镜 刘清雅　杜雨晴 王正岭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２Ｚ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优化的节水型淋浴智能温控系统建
模及其应用

陈芊妤 李医民　顾寄南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３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新路径探究———基于江苏大学和省内其

他高校的实证分析

史叶婷 金丽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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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４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研究———以高校少数

民族大学生为例
冯梦婷　姜　曼 魏志祥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５Ｚ 一种基于活性污泥的亲水性生物膜填料的制备方

法研究
朱　凡　徐成飞 赵如金　郑筱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６Ｚ ＮｉＦｅ层状双氢氧化物／碳纳米管在聚合物复合材
料中阻燃性能研究

熊乐敏　唐颖奇 刘　宏　孔庆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７Ｚ 面向驾驶员辅助系统的换道意图识别方法研究 苏天阳 刘志强　汪　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８Ｚ 基于系统仿真的政府会计改革的后果研究———以

国家治理为视角
顾　莹　代　梦 李靠队　张　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０９Ｚ 雾霾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研

究———以江苏地区为例
武蕴之　卞振宇 吴梦云　马　可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０Ｚ 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孙倩倩 苏建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１Ｚ 黄曲霉毒素降解菌株的筛选与鉴定 张　烨　郭　静 王　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２Ｚ 镇江香醋发酵过程智能监测及专家决策系统研制 林　颉 林　颢　孙乐六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３Ｚ 论《婚姻法》中探望权的行使 卜国欣 刘同君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４Ｚ 我国文物旅游资源开发及其法律保护问题研

究———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
刘　源 周德军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５Ｚ 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丁　岩 徐惠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６Ｚ 律师事务所市场化经营模式发展探究 周燕莉 张先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７Ｚ Ｇａｎｅｔｅｓｐｉｂ对于淋巴癌靶向治疗作用及其机制的
研究

张佩珊　梁智全 刘晗青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８Ｚ Ｘ射线荧光技术在中药重金属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研究

王　毅 戚雪勇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９Ｚ 边远地区抗震救援工具设计 尹思思　王雪峰 孙宁娜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０Ｚ Ａｒｄｕｐｉｌｏｔ小型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研发 丁书勇　程振桥 朱　轶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１Ｚ 车载无线自组织网络层次性介质访问控制研究 张　博 熊书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２Ｚ 氮杂亚卟啉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在光学材料中应用

的研究
章　倩 朱卫华　梁　旭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３Ｚ 碳量子点／过渡金属硫化物纳米片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梁希萌　谢　天 陈　敏　姜德立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４Ｚ ＭｎＯ２／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研究

邹慧雨 郝　臣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５Ｚ 碳点／银系半导体复合光催化材料的可控构建及
性能研究

岳晓阳 沈小平　季振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６Ｚ 防侧倾双向轴流泵设计与泵内湍流特征分析 毛　宁 康　灿　施　亮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７Ｚ 一种家用节水系统 张　涛　张　特 曹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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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８Ｚ 新型节水温控装置关键技术的研究 李　盼　马昆煜 刘　栋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２９Ｚ 轨道交通用初级永磁型直线电机控制策略 陈　晓　邱先群 赵文祥　吉敬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０Ｚ 飞轮储能无轴承无刷直流电机研究 郝正杰　刘　浩 朱誯秋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１Ｚ 基于物联网的环境多参数智能检测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
刘　玮　钟在攀 李凤祥　诸德宏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２Ｚ 太阳能微电站设计与监控 胡方圆　杨厚丽 赵不贿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３Ｚ 智能声速测量实验装置 印汉铭　龚中华 王国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４Ｚ 航空发动机用镍基单晶的组织及性能研究 李　杨　张　燕 赵玉涛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５Ｚ 软硬磁纳米复合纤维的电纺制备及电磁防护性能 余　乐 孟献丰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６Ｚ 单晶生长用选晶器的设计及其仿真模拟 颜雨虹 贾志宏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７Ｚ 毫秒激光迂回加工大深径比微小深孔及相关机制

研究
盛　阳　刘志成 王云龙　王　淼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８Ｚ 高强钢精密冲压件回弹量预测及智能控制 史鹏飞 陈　炜　朱英霞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３９Ｚ 基于ＥＣＴ的螺旋不连续定量加料测控系统 张　宇 张西良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０Ｚ 内应力驱动下低非线性表面微机械绝对压力传感

器研发
张腾飞 王　权　黄平林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１Ｚ 基于机器视觉的复杂零件多尺寸快速精密测量方

法与系统研究
黄建斌 许桢英　邹　荣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２Ｚ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光伏产业递阶式技术突破协

同机制研究
吴慧芬　严明明 郭本海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３Ｚ ＯＸ４０ＯＸ４０Ｌ受体—配体轴调控 ＮＦＡＴｃ１启动动
脉粥样斑块形成的机制

严　洋　张嘉文 许文荣　严金川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４Ｚ 硫化氢在丙烯腈急性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朱　君　吴　婷 陆荣柱　王苏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５Ｚ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实证研究及对策 孙　芳　吴倩枝 茅海燕　孙永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１２ 红包兔校园网络平台 张　宇 贡文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１１３ 历史性文化村落及地域性文化创意的环境艺术

设计
刘文韬 承　恺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６Ｙ 一种基于多传感器的 ＰＭ２．５数
据分析系统

省级一般项目 秦　瑾　韦　伟 邱晓荣　马忠亮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７Ｙ 新型地毯式声学隐身衣的设计、

优化及其应用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刘　宸　刘树森 孙宏祥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８Ｙ 高校外教课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吴芯懿　戴雨音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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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４９Ｙ 永磁式磁分离水体快速净化机

研制
省级一般项目 蒲　欣　赵子豪 张　波　杜彦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０Ｙ 互联空气悬架协同控制系统 省级一般项目 顾超繤 李仲兴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１Ｙ 居民收入来源结构时空差异研

究———以江苏省为例
省级一般项目 赵勇智 胡绪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２Ｙ
从景德镇特色陶瓷文化和自然环

境中探寻当代景德镇旅游业的发

展道路

省级一般项目 胡　霞 周德军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３Ｙ 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声波无损检测
水果硬度软件的研发

省级一般项目 陆帅峰　汪东升 陈　斌　陆道礼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４Ｙ 论环境侵权损害中的惩罚性赔偿

机制问题
省级一般项目 魏晓莉 刘春花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５Ｙ 基于视频分析的车辆安全保护系

统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闫　鑫　刘　博 沈项军　苟建平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６Ｙ 石墨烯锰复合物及水氧化性能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邵　健 陈秋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７Ｙ 蔬菜秸秆粉碎的关键技术 省级一般项目 林鸿亮 杨德勇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８Ｙ 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系统 省级一般项目 李进富 田　飞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５９Ｙ 新型双边双凸极永磁直线电机及

其控制系统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王　珲　王晓兵 诸德宏　杜　怿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０Ｙ 基于ｍｓｐ４３０的公共卫生间新型
低功耗节水系统

省级一般项目 郭元堂　唐正东 王振宇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１Ｙ 聚合物／类石墨烯异质结材料的
构筑及其性能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周　航 吉海燕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２Ｙ 工业机器人实验平台研发 省级一般项目 王　栋　李　琪 毛卫平　陈发添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３Ｙ 基于电化学原理的微结构３Ｄ打
印机

省级一般项目 黄在品　杨　羽 程广贵　肖爱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４Ｙ 房地产证券化的影响因素及实现

路径探究
省级一般项目 纪慧敏　钟　欣 文学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５Ｙ
ｍｉＲ２２４表达及其调控 ＨＯＸＤ１０
促进卵巢癌细胞生长转移的机制

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姜心怡 孙晓春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６Ｘ 镇江乡贤文化的历史考察 省级指导项目 曹　通 孙旭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７Ｘ 一种基于太阳能加热及温差发电

的水量水温调节装置开发
省级指导项目 陈诗龙 解清杰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８Ｘ 太湖流域印染废水处理发展调查

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柏玉菲 许小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６９Ｘ 降低柴油机 ＮＯｘ排放的 ＳＣＲ系
统设计及优化

省级指导项目 季　亮 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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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０Ｘ ＴＢＨＱ、Ｖｃ、邻苯二胺复配抗氧化
剂对生物柴油的酸性影响分析

省级指导项目 阚浩轩 王　忠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１Ｘ 促进江苏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内生

式发展的路径和对策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姜苏航　唐然智 谭忠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２Ｘ 苦瓜调节糖脂代谢的生物标记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唐川惠 郭　钦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３Ｘ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河南农村养老

问题探究———基于濮阳县农村养

老的实证分析

省级指导项目 陈梦纳 董玉荣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４Ｘ 祖冲之科学人文成就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纪泽林 王　勇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５Ｘ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

护与立法问题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姜　婧 谈建俊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６Ｘ 纳米磁性材料共价固定化重组大

肠杆菌的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马　萍 张业旺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７Ｘ 考虑非达西渗流的层状软土地基

大变形固结理论
省级指导项目 陈蒙蒙　张　军 李传勋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８Ｘ 电动垃圾回收车创新设计 省级指导项目 郑维佳　王　琦 张　凯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７９Ｘ 基于４Ｒ原则的废旧集装箱在大
型场地中的再利用创新设计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钟凤仙 徐　英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０Ｘ 介孔分子筛固载离子液体强酸性

催化剂的制备与催化性能
省级指导项目 李逸文　王　鑫 姜廷顺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１Ｘ 玛咖多糖提取、表征及抗氧化活

性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贾清东　张锡晨 仰榴青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２Ｘ 一种新型潜水搅拌机 省级指导项目 岳修鹏 田　飞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３Ｘ 基于波形扰流板渗透式太阳能空

气集热器的供暖净化系统的研发
省级指导项目 陈　想 王军锋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４Ｘ 两足人形机器人负载倒立摆的鲁

棒性设计
省级指导项目 房胜男　夏　泉 潘天红　於　鑫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５Ｘ 基于ｍｓｐ４３０高级智能家用两轮
遥控平衡车

省级指导项目 黄忠裕　魏　东 秦　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６Ｘ 低成本长行程永磁直线电机设计 省级指导项目 王乐乐　沈晨普 杜　怿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７Ｘ 基于ｓｔｍ３２的四轴飞行器森林监
测定位系统

省级指导项目 张炳南　蒋文波 丁世宏　於　鑫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８Ｘ 基于ＺｉｇＢｅｅ＼ＡＲＭ的可遥控鱼塘
无人水质监控船

省级指导项目 林志鹏 方志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８９Ｘ 汽车用含硫非调质钢中硫化物在

凝固过程的析出行为的模拟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李　昊　吉茂德 吴晓东　梁　钰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０Ｘ 新型钹式换能器及振动加速度传

感器的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张　林　杜　晗 鲍丙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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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１Ｘ 基于 Ａｒｄｕｉｎｏ平台的 ＷＩＦＩ移动
机器人设计与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杨　萍 李伯全　孙智权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２Ｘ 江苏省社区主导居家养老服务需

求调研
省级指导项目 彭　慧　陈　琪 郭龙建　陈　浩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３Ｘ 酸浆水煎液抑制人胃癌 ＢＧＣ－
８２３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倪　颖 邵世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４Ｘ
低氧诱导因子 －１在神经细胞兴
奋性损伤中的作用及其信号通路

的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安　珂　张　庄 李永金　黄晓佳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５Ｘ
从标准的制定到落实的合理：大

学生评奖评优体系的问题与对策

研究

省级指导项目 胡　甜 范微微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６Ｈ ＦＳＡＥ赛车车身造型及轻量化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羊　杰 王若平　丁　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７Ｈ 芡种壳多酚的提取及抑菌效应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韦　瑶　谭仁可 蔡梅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８Ｈ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文学成就探

略———以“京江前七子”之一的

鲍文逵为例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高静洁　朱　茗 赵永源　徐　苏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０９９Ｈ 绿色保温隔热阻燃涂料的研发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孙　伟 魏　巍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０Ｈ ＵＶ固化电磁屏蔽涂料的制备和
性能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俞汉强 邱凤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１Ｈ
基于离子液体亲和浮选电镀废水

中铜、铬、镍重金属离子的回收及

污水净化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齐　越　陆　晴 张文莉　王　

#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２Ｈ 石蜡类相变材料在建筑储能墙体

中的应用与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吴经伟　颜　勇 戴晓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３Ｈ 透水混凝土———人工湿地雨水收

集系统设计及工程应用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朵尧文　袁　鹏 徐荣进　温惠清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４Ｈ 一种适用干旱地区的雨水收集净

化系统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张瀚文　朵尧文 徐荣进　温惠清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５Ｈ 金属泡沫空调换热器传热性能

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王孝天　贾志洋 胡自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６Ｈ 基于 ＮＴＥ粉体的可控热膨胀铝
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黎振兴 杨　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７Ｈ 高强韧超细晶原位铝基纳米复合

材料的超声化学合成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陈宝和 张松利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８Ｈ 联合收割机模拟转速调试装置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陈锂权　吴静静 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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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０９Ｈ 基于蓝牙传输的 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手
机脉搏监护仪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曹一涵　苏印红 鲍丙豪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１０Ｈ 基于蚁群—神经网络的联合收割

机故障诊断研究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曾　林　唐宁静 陈　进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９１１１Ｈ 大学生膳食矿物质营养状况以及

重金属暴露评估

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金伟松　王思悦 王　强　曹　杰

qrs>f

综述

２０１５年是学校深入推进转型发展战略
的关键之年，也是顺利收官“十二五”、科学

谋划“十三五”的承启之年。研究生院紧紧

围绕“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的宏伟蓝图及年度工作目标，以管理出

效率，以评估促建设，以改革求发展，以内涵

显业绩，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水平。

【博士后工作】 博士后各项基金项目获批

总数及资助经费再创历史新高。本年度共

获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２２项，项目总
数在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中位列第８位、江
苏省第１位；国家博士后面上项目８３项，
项目总数位列全国第 １３位、全省第 ２位；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３８项，项目总数与
东南大学并列全省第一，继续保持省内领先

地位。博士后国际交流项目申报工作取得

突破。积极组织博士后申报“国际交流计

划”“香江学者计划”等博士后交流项目，本

批次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全国共资助

１００人，学校共有２名博士后成功入选，获
资助１２０万元。博士后招收结构得到进一
步优化。２０１５年学校共招收了１５５名博士
后，其中联合企业招收博士后２６人，全脱产
３１人（含外籍博士后１４人），企业联合招收
和全脱产博士后比例突破３０％；出站博士

后６３人；至 ２０１５年年底在站博士后 ５７１
人。实现博士后流动站评估“优秀”零的突

破。认真做好国家博士后流动站评估工作，

完成了所有参评流动站的信息反馈确认，本

次评估学校共有８个流动站参评，评估等级
全部为良好以上，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科研

流动站获得优秀。

【招生工作】 研究生院顺利完成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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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评为江苏省

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单位和考务管理优秀

报考点。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
继续坚持深化招生制度改革，以提高生源质

量为基础，创新思路、多制并举，完善了《推

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一

是对国家级人才、优势学科带头人、全国优

博指导教师等实行自主招生。二是积极推

进博士生入学“申请—考核制”，通过“申

请—考核制”入学的博士生大约占博士生招

生数的 ５０％，生源质量结构大幅度提高。
三是依据科研经费、人才队伍、科研平台、博

士点规模等指标核算各学院博士招生规模，

同时建立了硕士生招生计划量化分配体系，

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硕士生招生计划；出

台《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

法》，以“绩效贡献、培养条件”为导向，兼顾

“发展需要”，分别下达学术型、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招生指标；建立培养质量反馈机制，

实行招生指标基数奖惩。四是进一步完善

了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强化复试环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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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复试和综合面试的权重，加大学院、学科

的招生自主权，从源头上保证生源质量。

２０１５年录取博士研究生 １５８人，其中博士
生自主招收、推荐免试生６４人（占录取总人
数的４０．５％）；非定向博士生９２人（占录取
总人数的５８．２％，较２０１４年提高６．９％）；
高校及科研单位在职人员５６人（含本校教
职工１４人），其他在职人员２０人。录取港、
澳、台硕士研究生２人。博士生录取生源质
量结构有进一步的改善。２０１５年录取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２０４０人（其中学术型１０７４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５２．６５％）；第一志愿上
线人数较２０１４年提高１０％，录取第一志愿
考生１４５３人（占录取总人数的７１．２３％）、
调剂志愿考生５８７人。生源质量结构上，前
１００强高校毕业生７０６人，其中江苏大学应
届本科毕业生４７１人（不含本三，占录取总
人数的２３．０９％），优质生源比例达３４．６％
（较２０１４年提高５．４％）。受教育部关于选
拔优秀本科生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政策

影响，共接收２０１６年推免生９６人（其中外
校２５人），比２０１４年减少１４人。圆满完成
了２０１５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考试镇江地区报
考点的报名工作。考点共接受５６５６名考
生在学校报考点（设置４个考区，新增三江
楼考区）参加考试，人数历史最多，任务较

重，尤其是国家教育考试将作弊行为正式纳

入刑法处罚，对考试组织规范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江苏大学考点在市公安局、无管会及

校内各部门齐心协力下，再次实现“平安研

考”目标。

【培养工作】 ２０１５年全年共毕业博士研究
生８４人，硕士研究生１７８７人。其中，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１１７０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６１７人（工程４２３人，工商管理６６人，
临床医学８９人，会计３３人，资产评估３人，
应用统计３人）。圆满完成新一轮研究生培
养方案的修（制）订工作。本次研究生培养

方案的修（制）订内容在体现学校学科优势

和培养特色的基础上，以国内外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为标杆，课程设置充分体现国际化

的理念、硕博贯通的原则和学科交叉的优

势，培养环节严格把控过程管理和分流机

制，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的质量保障体系，

确保新一轮培养方案符合人才教育规律，全

面提升研究生质量内涵，顺应学校研究型大

学转型时期“提升质量、打造核心竞争力”

的发展需求。２０１５年上半年，鼓励各学院
将２０１５级硕士新生的师生互选工作提前到
研究生复试录取阶段，组织各学院出台“硕

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细则”，并首次将各学科

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信息简况上网公开供参

加复试的考生提前查阅了解详情。这项工

作的改革试行，促使研究生与导师顺利磨合

过渡，提前进入科研学习。认真组织开展了

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的申报工作，共

获批江苏省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７４项（省助１４项、校助６０项），江苏省专业
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５０项（省助 １０
项、校助４０项），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课题１２项（省助４项、校助８
项），获批比例省内领先。研究生科研创新

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参加“全国研究生创新

实践系列活动”成绩喜人。其中，第一届全

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获全

国一等奖１项；第十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
计竞赛获全国二等奖１项，华东地区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２项；第十二届全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获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注
重研究生英语国际化能力的培养，全年共开

展“２０１４级研究生雅思精英班”、第十二届
“研究生模拟国际学术交流比赛”及“国际

会议海报评选大赛”、第十二届“研究生英

语演讲比赛”、“海外留学研究生英语助教

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完善研究生培养经

费分配改革制度，以“质量优先”和“二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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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培养单位在研究生

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导师和任课老师从

事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

更加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培养经费分配办法。

严格实行学籍预警、超期学生清退机制，做

到学籍管理“无死角”。为顺应教育部拟出

台研究生招生指标与授学位人数挂钩的新

政策，突破学籍管理瓶颈，培养办提前筹划，

对即将超期、已超期的在读研究生进行学籍

清退预警。督促广大研究生特别是超期博

士生尽早完成学业。同时，进一步完善研究

生学籍管理规定，杜绝学籍的管理形式化。

４０名科技企业家受聘为我校产业教授。全
省共选聘５００位产业教授，申报学校岗位的
社会精英中有４０人获得聘请，其中７０％以
上的产业教授为国家“千人计划”、省“双创

计划”、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等高层次人
才。全年共新建１０１家工作站（含地方申报
２０家），省优秀工作站８家，全省共４９家，
优秀工作站数居全省第一。截至２０１５年，
学校共建各类工作站总数达 ３９７家。２名
同学获得第二届“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

果获得者”荣誉称号。在本次评选活动中全

国有４２所高校的８９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获此殊荣，实现了学校在该项目上零的

突破。

【学位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校获江苏省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５篇，优秀学术型硕士学位论
文９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４篇。
同时，开展２０１５年度校优秀研究生学位论
文的评选工作，评选出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篇、校优秀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 ５８篇、
校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１８篇。２０１５
年共召开两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日期

分别为６月１８日和１２月２４日，共授予博
士学位９４人，各类硕士学位２１６４人［其中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１１６７人、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６２３人（含工程４１５人，临床医学８９

人，会计３０人，资产评估 ３人，应用统计 ３
人、农业推广３人、工商管理８０人）、单证工
程硕士３００人、单证工商管理硕士１３人，高
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 ２人，同力硕士 ５９
人］。鉴于学校在读研究生人数已达 １万
余人，每年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量日益增

大的现状，２０１５年进一步完善了全校研究
生学位论文网络化送审平台的建设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深化学院二级管理，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校不再抽审，全部

由学院负责送审（拟申报优秀学位论文除

外），研究生院对部分送审的硕士学位论

文进行抽评送检（名单不公开），送检不合

格结果反馈相关学院，由学院全权处理，处

理情况及结果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重

点审议。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学位办对学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授予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进行了随机抽检，学校被抽检的博士学位

论文全部合格。另外，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评估
院下达的学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

果为：学校被抽检的 ６６人次（１９８篇次）
硕士学位论文中，有 １篇学位论文出现 ２
篇次不合格，有２篇学位论文各出现 １篇
次不合格。

【非学历专业学位工作】 １．圆满完成了
２０１４年度单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录
取上报工作，共录取各类单证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６２４人（其中工程硕士５９８人，ＭＢＡ
２６人）。２．根据国务院学位办２０１４年６月
下发的“关于２０１４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
士专业学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２０１４〕１８
号）精神，从２０１６年起国家不再组织在职人
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除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外，其他类别的在职人员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将以非全日制

研究生教育形式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和全国

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管理。同时，从

２０１４年起国家对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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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限额招生，招生人数大幅缩减，其指

标是视前两年各单位招生质量和数量情况

确定。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学校凭借长期以

来积累的质量认可度和社会美誉度，获工程

硕士、ＭＢＡ招生指标共５６０名（后增加为６９８
名），名列全省所有２３个招生单位第８名。
【质量管理工作】 在新版（２０１４版）研究生
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基础上，２０１５年稳步
推进研究生管理系统开发，协助研究生院各

部门完善各模块功能，现招生、培养、学位模

块均已上线使用。加大了研究生信息管理

的深度和广度，强化研究生过程质量监控，

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效率和执行力，

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服务水平。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成员积极参与研究生培

养环节检查与课程教学质量监控，认真开展

研究生教育工作调查与研讨，对不断提升研

究生培养质量、规范二级管理发挥了积极作

用。２０１５年经研究生投票，王勇副教授被
评为２０１４年度江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
十佳教师”。２０１５年学校共获得江苏省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奖４项。组织申报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２０１５年度研究
课题，共申报 ３９项课题。获批面上项目
９项，课题经费１２万元；自选项目１２项，课
题经费６万元。

博士后工作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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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１ 王钱钱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５２ 孙建中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 蒋　伟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５３ 李华明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 徐　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２５５４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 何华纲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５５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 刘永臣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５２５５６ 王国林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 陈　权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５７ 梅　强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 熊　强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５８ 马志强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 黄　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２５５９ 施卫东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 甄美荣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０ 庄晋财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 徐小阳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１ 姚洪兴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 徐雷钧 农业工程 １５２５６２ 毛罕平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 张　迪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３ 段玉清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 朱　源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４ 徐希明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 朱兴业 农业工程 １５２５６５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５ 吴　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５２５６６ 刘　路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６ 张道海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７ 杜建国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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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１７ 陈锦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５２５６８ 詹永照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８ 郝永霞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６９ 卢殿臣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９ 杨　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５２５７０ 詹永照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０ 薛文平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２５７１ 刘国海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１ 张孝良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５２５７２ 陈　龙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２ 周志强 机械工程 １５２５７３ 任乃飞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３ 宋和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５２５７４ 詹永照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４ 黄如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５２５７６ 詹永照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５ 吕　鹏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１１９ 姚　勤 ２０１５．０１．２６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２６ 戴志聪 农业工程 １５３１８２ 杜道林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７ 孟敏佳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１８３ 姚冠新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８ 刘瑞江 临床医学 １５３１８４ 张建新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２９ 毛　飞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１８５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０ 张文波 临床医学 １５３１８６ 侯永忠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１ 朱　?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１８７ 梅　强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２ 丁　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３１８８ 王　谦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３３ 吉恒松　仲敏波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１８９ 吴向阳 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３４ 刘永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３２４０ 王　洋 ２０１５．０１．２８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３５ 陆　杰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４２７ 孙　梅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６ ＦｉｒａｓＡｌＯｍａｒｉ 电气工程 １５３８６８ 刘国海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７ ＳａｍｅｈＳａｍｉｒＡｌｉ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３８６９ 孙建中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８ ＡｈｍｅｄＡｂｄｏＡｈｍｅｄ
ＡＢＤＥＬＲＡＺＡＫ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０８７ 雍阳春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９ ＰａｌａｎｉｖｅｌＧａｎｅｓａｎ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０８８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０ 鲁金忠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５４０８９ 周建忠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４１ 欧红香 机械工程 １５４４８６ 丁建宁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２ ＫｉｆａｙａｔＵｌｌａｈ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４８７ 邱凤仙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３ Ｒ．ＳｕｒｅｓｈＢａｂｕ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４８８ 王　坤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４ 马　悦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４８９ 潘建明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５ 李　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４４９０ 范　明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６ 周恩全 力学 １５４４９１ 陆建飞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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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４７ 毛宝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４４９２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８ 孙　力 机械工程 １５４４９３ 蔡健荣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４９ 孙梓暄 临床医学 １５５２９６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０ 李祥子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５２９５ 沈小平 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１ 孙建荣 机械工程 １５５６４７ 任旭东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５２ 左俊杰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５９７５ 吴春笃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３ 董高高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５９７６ 田立新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４ 刘　倩 农业工程 １５５９７７ 毛罕平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５ 孙光明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５９７８ 许化溪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５６ 谷云庆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５９７９ 王军锋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５７ 周卫琪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６５９ 陈　龙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８ 盛碧琦 农业工程 １５６６６０ 潘天红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９ 邵海成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６１ 乔冠军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０ 陶　燕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６２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１ 蒋　璐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６３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２ 孔丽蓉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６４ 沈小平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３ 乔　芬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６６６６ 王　谦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４ 周　岭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６６８ 施卫东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５ 唐　忠 农业工程 １５６６６９ 李耀明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６ Ａｐａｒｎａ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临床医学 １５６６７０ 许化溪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７ ＤｉｎｅｓｈＫｕｍａｒＫ 临床医学 １５６６７１ 许化溪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８ 张　源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６６７２ 王　谦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９ 逯　洋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７３ 闫永胜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０ 李国辉 临床医学 １５６６７４ 周亚竟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１ 陈慧卿 临床医学 １５６６７６ 周亚竟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２ 王　宁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７８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３ 朱恩伟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７９ 闫永胜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４ 刘　志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８０ 闫永胜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５ 薛红涛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６８１ 李仲兴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６ 徐　琳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８４ 丁建宁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７ 吴　勃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６８６ 任乃飞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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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７８ 代　翠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６８７ 刘厚林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７９ 刘　玺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９８９ 何　仁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０ 冉　琼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９９０ 杜道林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１ 刘素霞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９９１ 梅　强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２ 侯　靖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９９２ 崔恒林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３ 司乔瑞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９９３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４ 郑学明 临床医学 １５６９９４ 黄新祥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５ 郭　钦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６９９５ 董　英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６ 王晓东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９９６ 丁建宁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７ 王　凯 机械工程 １５６９９７ 刘厚林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８８ ＨａｎｙＳｅｒａｇ
ＨａｓｓａｎＥｌＭｅｓｉｒｙ 农业工程 １５７０９６ 毛罕平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８９ 欧鸣雄 农业工程 １５７０９７ 贾卫东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９０ 吴世嘉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８８７６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１ 焦微玲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５８８７７ 姚冠新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２ 梁照锋 临床医学 １５８８７９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３ Ａｂｕｂａｋｅｒ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８８８０ 李　红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４ 季振源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８８８１ 杨　娟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５ 李　冰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９４５５ 雍阳春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６ 李承军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５９４５６ 陈克平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７ 沈灵沁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５９４５７ 殷恒波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８ 莫根林 机械工程 １５９４５８ 许晓静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９ 李文超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５９４５９ 江浩斌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０ 洪　亮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５９４６０ 江浩斌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１ 王　波 临床医学 １５９４６１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２ 徐志祥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５９６５３ 王　谦 ２０１５．０７．１４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０３ 邱静霞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１２２２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４ 任晓锋 农业工程 １６１２２３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５ 严永敏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１２２４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６ 周爱春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６１２２５ 唐　恒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７ 赵睿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１２２６ 施卫东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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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１０８ 黄晓玮 农业工程 １６１２２７ 邹小波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９ 熊　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１２２８ 李华明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０ 尹子龙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６１５８１ 马志强 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１ 曹春平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６１５８２ 马志强 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２ 邱　琳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１９８７ 倪　良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１３ 李　健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２５１８ 杜道林 ２０１５．０９．１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４ 申红星 临床医学 １６２９２３ 邵世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５ 李　明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２９２６ 杜道林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６ 张　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２９２７ 施卫东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７ 熊御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２９２８ 孙炳伟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２９３１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１９ 李剑涛 临床医学 １６２９３３ 罗清泉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０ 王　荟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４３０２ 许文荣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１ 李俊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６４３０３ 宋余庆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２ 刘　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４３０５ 施伟东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３ 黄立静 机械工程 １６４３０７ 任乃飞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４ 张树培 机械工程 １６４３０９ 王国林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５ 牛湘衡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６４３１１ 宋余庆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６ 赵　岩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４３１２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７ 王丽梅 机械工程 １６４３１３ 汪若尘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８ 张步云 机械工程 １６４３１４ 汪若尘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９ 唐　斌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６４３１５ 江浩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０ 马　洁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４３２１ 马海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１ 朱淑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４３２４ 董　英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３２ 冯　凡 临床医学 １６４３２７ 许文林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３ 郭志明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４３２９ 陈全胜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４ 陈　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４３３２ 施伟东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１３５ 康念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５８５８ 施伟东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６ 吴教义 机械工程 １６５８５９ 任旭东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１３７ 董红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５８６０ 李　红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８ 王雅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５８６１ 李春香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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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流动站名称 编号
校内合

作导师
进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１３９ 王永丹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６５８６２ 马志强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０ 马吉春 临床医学 １６５８６３ 钱　军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１ 金丹丹 力学 １６５８６４ 陆建飞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２ 罗佳露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５８６５ 潘建明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３ 王芳群 电气工程 １６５８６６ 赵文祥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ＯＨＡＩＬＭＡＺＨＡ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６５８６７ 张红印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５ 纪敬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５９６２ 袁寿其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１４６ 刘光磊 机械工程 １６５９６５ 周建忠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７ 陈　旭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６５９６６ 刘国海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８ 钱鹏飞 机械工程 １６７０２４ 任旭东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４９ 李天庆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６７０２５ 程晓农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５０ 孟浩东 机械工程 １６７０２６ 罗福强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１５１ 李传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６７０２７ 施卫东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１５２ Ｐａｒａｍａｓｉｖａｍ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７０２８ 谢吉民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５３ ＡｎｉｌＶａｌｅｒｕ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７０３０ 谢吉民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５４ 赵延胜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６７０３１ 董　英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１５５ 罗旭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６７０３２ 乔冠军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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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类别

１ 戴晓晖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７６８５２ 闫永胜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 刘　军 农业工程 ７８０５０ 李萍萍 ２００９．０８．３１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 蒋书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８０９４１ 田立新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０５．２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 程　伟 机械工程 ８０９４５ 王贵成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５ 周晓红 农业工程 ８２５４５ 吴春笃 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６ 吴梦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８２９１６ 梅　强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７ 冯爱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２９２１ 袁寿其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８ 盘朝奉 交通运输工程 ８３４３３ 陈　龙 ２０１０．０４．１３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９ 李国昊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８５０９０ 范　明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０ 王丹丹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８６９８９ 闫永胜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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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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１１ 申　祥 机械工程 ８８８６８ 张永康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２ 侯永涛 机械工程 ９０５５５ 李仲兴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３ 蔡　莉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９０５６３ 梅　强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４ 李维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９０５７１ 施卫东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５ 王慧娟 农业工程 ９０５７２ 吴春笃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６ 曲文娟 农业工程 ９１９５０ 李萍萍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７ 胡朝阳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１９５２ 陈克平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８ 朱克明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１９６７ 陈克平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１９ 刘海霞 机械工程 ９２７３７ 花银群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０ 肖　翔 农业工程 ９２７５２ 杜道林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１ 肖思思 农业工程 ９２７５３ 吴春笃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２ 刘芹芹 机械工程 ９３３６２ 程晓农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１．０８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２３ 陈希章 机械工程 ９３３６５ 周建忠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４ 鲁金忠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９３３７０ 程晓农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５ 张忠强 机械工程 ９３３７２ 丁建宁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６ 马春宏 农业工程 ９３３８１ 闫永胜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７ 谈明高 农业工程 ９４４６３ 袁寿其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２０１５．０１．１６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２８ 袁冬青 机械工程 ９４４７６ 周　明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２９ 张珍花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９４５８７ 田立新 ２０１１．０５．２７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０ 王佳佳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９４５８８ 范　明 ２０１１．０５．２７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１ 张启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９４５８９ 施卫东 ２０１１．０５．２７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３２ 张　华 交通运输工程 ９４６０６ 张永康 ２０１１．０５．３０２０１５．０４．２３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３３ 王　林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５５６１ 马海乐 ２０１１．０６．２４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４ 王宏宇 机械工程 ９５５６３ 许晓静 ２０１１．０６．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５ 龙凌亮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０６４９７ 张　弛 ２０１１．０７．１８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６ 吴雪莲 机械工程 １０６６３７ 许晓静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７ 杨艳华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８１４８ 陈克平 ２０１１．０９．１６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８ 申红星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０８１６１ 周　明 ２０１１．０９．１６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３９ 苏兆亮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８４７５ 许化溪 ２０１１．０９．２４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０ 吕翠红 机械工程 １０９２７０ 王亚伟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１ 周　阳 农业工程 １０９２６９ 毛罕平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流动站自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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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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站时间 招收类别

４２ 崔凤杰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９２４８ 董　英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工作站联合招收

４３ 霍鹏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０９７５５ 倪　良 ２０１１．１１．０５２０１５．０９．１４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４４ 朱卫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０９７５１ 欧忠平 ２０１１．１１．０５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５ 卢　娜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１０１１９ 田立新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６ 李文超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１０１２０ 田立新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７ 延永东 交通运输工程 １１０６２６ 刘荣桂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流动站自主招收

４８ 吴青松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１１８８５ 程晓农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３０创新基地联合招收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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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１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０８张孝良 １５２５７２ ＩＳＤ悬架与整车多端口机械网络的匹
配机理及控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２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０９李　娣 １５０３９４ 二维全固态Ｚ型光催化全分解水体系
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３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０章明美 １４８１０９ 硅化物嵌入掺氮石墨烯导向固定贵金

属和电催化协同效应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４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１苟建平 １４３９１７ 基于数据内在结构和稀疏表示的大间

隔分类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５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２蒋　伟 １５２５５３ 新型功能化低共熔溶剂催化分子氧氧

化燃油脱硫的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６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３毛启容 １４７１１５ 基于视觉语音的驾驶员负面情绪检测

与预警方法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７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４徐雷钧 １５２５６２ 谷物内部品质无损探测的太赫兹芯片

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８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５朱兴业 １５２５６５ 喷灌不同技术参数优化模型及影响规

律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９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６刘馨琳 １５０３８１ 石墨烯负载异质结复合光催化剂对微

囊藻素降解的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１０ 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４１７徐小阳 １５２５６１ 基于网络社交媒体语义挖掘的投资者

情绪监测预警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７批 ８

１１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２孙宏祥 １５０３７８ 声波非对称传输聚焦器件的设计、制备

与性能优化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２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３翟丹丹 １４１３８４ 癌代谢物 Ｄ２羟基戊二酸的新型全细
胞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３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４肖立松 １３６００５ 可见光响应多元金属氧化物的制备及

分解水制氢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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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１４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５唐　琦 １５０３８５ 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蛋白 Ｂｍ６５在紫
外线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５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６桑建荣 １５１２５３ ＩＩ型ＧＭＰ依赖性蛋白激酶阻断 ＥＧＦＲ
活化的分子机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６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７王　强 １４３９１４ 家蚕Ｔｏｌｌ信号通路在杆状病毒感染中
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７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８许孝芳 １４０５０４ 飞秒激光作用下金属膜内电子非平衡

热输运时间延长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８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７９徐　兴 １５０３９２ ＰＷＡ模型框架下４ＷＩＡ电动汽车协调
控制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１９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０周海超 １５０４０４ 轮胎花纹噪声和滑水性能矛盾机理及

协同提升方法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０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１戴峰泽 １４８１１１ 激光微冲裁技术及成形机理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１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２潘建梅 １４０５０３ 分级ＳｉＯＣ／ｇＣ３Ｎ４复合材料的构筑及
其吸附－光催化性能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２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３魏茂彬 １４１３９４ 量子点负载石墨烯光催化剂的制备及

光催化性能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３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４徐　谦 １４８１０５ 低共熔溶剂液流电池中的传输特性分

析及协同强化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４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５施　凯 １５１２４８ 定子双绕组异步风力发电机组虚拟同

步并网控制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５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６丁世宏 １４７１１９ 干扰由函数限定条件下的二阶滑模控

制理论与应用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６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７陈锦富 １５２５６８ 面向对象软件中测试输入差异性度量

及ＡＲＴ算法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７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８杨　洋 １５２５７０ 基于非平凡模式的三维人体运动合成

方法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８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８９赵　勇 １４１３９５ Ｃ３Ｎ４基异质体系构建及光电催化降解
微囊藻毒素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２９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０王　锋 １５０４０２ 变色栓菌漆酶分泌体系的低频超声调

控机制及其应用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０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１陆　颖 １５１２５４ 汽车紧急呼叫系统双源信息协同触发

机理及阈值优化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１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２张　兵 １４８１１６ 作物亏水逆境无损检测及定量表达模

型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２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３黄立英 １４７１１７ 高活性氮化碳复合材料的可控合成及

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３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４叶　洋 １３４９５３ 自噬在ＤＩＭ预防胃癌中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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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３４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５王　蕾 １３８２１６ 温敏聚合物双水相浮选体系的构建及

其分离次锕系元素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５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６沈海俊 １３６０１５ 细胞外基质仿生型基因活化支架的构

建及性能评价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６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７黄六容 １４９６５７ 双频超声诱导的蛋白亚基解离与重聚

集行为及其调控机理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７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８欧阳琴 １５０３８９ 黄酒勾兑过程品质的多仿生传感信息

融合智能评价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８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６９９张　迪 １５２５６３ 槲皮素诱导内皮细胞ＨＯ－１的氧化还
原信号途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３９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０朱　源 １５２５６４ 基于静电纺丝的虾青素微囊化技术及

其口服吸收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０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１吕　鹏 １５３１１９ 家蚕自噬在杆状病毒 ＢｍＮＰＶ感染增
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１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２生秀梅 １４８１１３ Ｍｉｇ１４调控伤寒沙门菌致病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２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３张文波 １５３１８６ ＮＬＲＰ３泛素化降解的调控机制及其在
肝脏Ｉ／Ｒ损伤中的意义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３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４张苗苗 １４３９１３ 钆掺杂碳量子点用于影像导航的肝癌

放疗增敏作用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４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５毛　飞 １５３１８５ 人脐带 ＭＳＣｓ调控巨噬细胞修复炎症
性肠病的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５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６曹　进 １４８１０４ 微环境调控型 ＢＧ／ＰＬＧＡ／ＢＭＰ三元载
体的构建及骨修复作用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６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７李治文 １４５２３１ 异质用户结构下 Ｂ２Ｂ平台竞争策略
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７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８陆　杰 １５３４２７ 复杂网络视角下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冲

突演化及其影响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８ ２０１５Ｍ５７１７０９肖　璐 １３６０２４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

与行为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７批 ５

４９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２孔丽蓉 １５６６６４ 氮掺杂石墨烯／ＭＯＦ基介孔碳复合物
的制备和电容性质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０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３季振源 １５８８８１ 基于银系半导体的新型光催化材料的

可控构建及催化性能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１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４聂仪晶 １４１３９１ 橡胶结构、分子运动及粘弹性能关系的

实验及模拟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２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５佟艳群 １４８１０６ 激光诱导空泡瞬态特性测试及空化改

性机理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３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６吴　岩 １５２５６６ 服务的大规模存储模型理论与操作代

数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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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５４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７周恩全 １５４４９１ 基于流体力学原理的液化型边坡流滑

变形演化机制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５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８马　悦 １５４４８９ 双重识别自支撑多孔印迹膜选择性分

离纯化木犀草素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６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３９９熊　君 １６１２２８ 介孔金属无机框架吸附剂及其高效选

择性燃油脱硫的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７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４００王纪章 １５０３８８ 基于叶绿素荧光的温室环境反馈控制

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８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４０１孙　力 １５４４９３ 禽蛋蛋壳瞬态冲击激励过程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５９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４０２吴世嘉 １５８８７６ 基于适配体识别上转换荧光标记的检

测试纸条设计研究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６０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４０３严永敏 １６１２２４ 间质干细胞 ｅｘｏｓｏｍｅ调控 ＹＡＰ／ｉｎｔｅ
ｇｒｉｎ／ＬＯＸＬ２抗肝纤维化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６１ ２０１５Ｍ５８０４０４沈　松 １４５２２９ 基于氧化铁的诊断治疗系统在类风湿

关节炎中的应用
国家一等 ５８批 ８

６２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２８侯　靖 １５６９９２ 食品加工用嗜盐古菌蛋白酶和亚硝酸

盐还原酶的开发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３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２９李承军 １５９４５６ 肌球蛋白 Ｄａｃｈｓ对赤拟谷盗翅膀和腿
发育的影响及机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４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０徐　琳 １５６６８４ 大变形纯钛表面微纳多孔结构设计及

生物活性调控机理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５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１李祥子 １５５２９５ 镍基磁性纳米管异质材料的制备、功能

化及载药性能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６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２刘海龙 １４０４９８ 纳米流体液滴碰撞壁面动力学及碳纳

米管取向机制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７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３乔　芬 １５６６６６ 提高纳米棒阵列界面电荷传输性能的

改性方法及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８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４代　翠 １５６６８７ 船用泵空化流激噪声特性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６９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５司乔瑞 １５６９９３ 多级离心泵流动诱导结构噪声研究及

声优化设计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０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６赵睿杰 １６１２２６ 基于ＬＥＳ－ＭＨＤ模拟的电磁核主泵流
动失稳机理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１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７周　岭 １５６６６８ 高压多级离心泵压力脉动特性及其级

间耦合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２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８董高高 １５５９７６ 基于网络结构层攻击的网络的网络鲁

棒性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３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３９黄如兵 １５２５７６ 组合测试用例优先排序算法及评价度

量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４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０王钱钱 １５２５５２ 低温ＮａＯＨ／尿素体系中木质纤维组分
溶解与分离机制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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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金额

（万元）

７５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１欧鸣雄 １５７０９７ 单旋翼无人机低空喷雾作业的沉积和

飘移模型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６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２唐　忠 １５６６６９ 谷物联合收获机多源动载激励下底盘

机架的减振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７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３孟敏佳 １５３１８３ 基于抗菌型荧光印迹膜的构建及其选

择性分离ＰＥＤｓ的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８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４张　峰 １５０３８７ 硼酸化量子点比率型荧光传感器的制

备及其应用机理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７９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５刘　倩 １５５９７７ 电致化学发光农药残留检测芯片的开

发与集成创新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８０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６张　磊 １５１２５８ 多模式超声物理场空化反应路径研究

及作用机制构建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８１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７陶　燕 １５６６６２ ＰＫＧⅡ抑制肝癌裸鼠原位移植瘤的
机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８２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８甘淑媛 １４８１３１ 同时考虑备件、缓冲和生产率的制造系

统维修策略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８３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７４９张道海 １５２５６７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
融资的信息共享研究

国家二等 ５８批 ５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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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年）

金额

（万元）

１ １５０１０２３Ａ 吴　岩 １５２５６６ 大规模服务存储索引模型理论与操作方法

研究
Ａ ２０１５ ７

２ １５０１０２４Ａ 欧红香 １５４４８６ 中空智能印迹微球制备及分离富集抗生素行

为和机理研究
Ａ ２０１５ ７

３ １５０１０２５Ａ 荆俊杰 １４８１０７ 负载贵金属核壳纳米的石墨烯复合材料合成

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Ａ ２０１５ ７

４ １５０１０２６Ａ 毛宝东 １５４４９２ 多元ＩＩＩＩＶＩ２族量子点基复合光催化剂的结
构调控及产氢研究

Ａ ２０１５ ７

５ １５０１０６９Ａ 周　岭 １５６６６８ 高压多级离心泵级间耦合流场及其诱导压力

脉动机理研究
Ａ ２０１５ ６

６ １５０１０１２Ｂ ＡＢＤＥＬＬＩＮＯＵＡＲＡ １５１２４９ 用模式生物家蚕评估纳米银和蒙脱土的毒理

效应
Ｂ ２０１５ ５

７ １５０１０１３Ｂ 陈慧卿 １５６６７６ 家蚕ＰＣＮＡ在核型多角体病毒复制机制中的
功能分析

Ｂ ２０１５ ５

８ １５０１０１４Ｂ 冉　琼 １５６９９０ 丛枝菌根真菌（ＡＭＦ）调控玉米适应喀斯特
生境的机制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５

９ １５０１０２５Ｂ 孔丽蓉 １５６６６４ 氮掺杂石墨烯／介孔碳球复合电极材料的制
备和电容性质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５



%&'()*

（２０１６）

１９０　　

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年）

金额

（万元）

１０ １５０１０２６Ｂ 徐　丽 １５２５５４ 离子液体功能化非金属原子掺杂氮化碳量子

点的构筑及其氧还原性能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５

１１ １５０１０２７Ｂ 马　悦 １５４４８９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ＨＩＰＥｓ模板构建大孔印迹材料选择
性提取分离木犀草素的行为和机理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５

１２ １５０１０２８Ｂ 戴志聪 １５３１８２ 用于修复重金属污染农业环境新植物资源的

开发及技术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５

１３ １５０１０９８Ｂ 周卫琪 １５６６５９ 异质需求下发动机混合制造／再制造系统生
产计划协同优化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４ １５０１０９９Ｂ 朱英霞 １５０３７９ 高强钢汽车轮辐局部加热温成形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５ １５０１１００Ｂ 董高高 １５５９７６ 基于渗流理论的局部攻击下耦合网络鲁棒性

的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６ １５０１１０１Ｂ 薛文平 １５２５７１ 建筑结构有限时间主动振动控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７ １５０１１０２Ｂ 刘　志 １５６６８０ 金属硫化物／碳基材料复合光催化剂的设计、
光催化性能及介尺度行为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８ １５０１１０３Ｂ 徐　琳 １５６６８４ 大变形纯钛表面微／纳米双重尺度多孔膜层
的形成机制与生物活性

Ｂ ２０１５ ４

１９ １５０１１０４Ｂ 孟敏佳 １５３１８３ 碳纳米管／纳米银仿生复合膜的可控制备及
其高效光催化降解水体中残留抗生素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０ １５０１１０５Ｂ 张　磊 １５１２５８ 多模式超声空化效应的机理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１ １５０１１０６Ｂ 张　源 １５６６７２ 相变围护结构热特性与改进－兼容型相变传
热数学模型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２ １５０１１０７Ｂ 乔　芬 １５６６６６ 大面积纳米棒阵列的可控构筑及其在太阳能

电池中的应用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３ １５０１１０８Ｂ 黄　俊 １５２５５９ 非对称型树网流管无阀压电泵的换热机理与

应用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４ １５０１１０９Ｂ 王自平 １４５２２８ 动力系统中监控润滑油悬浮微粒的声表面驻

波技术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５ １５０１１１０Ｂ 王晓春 １５１２５７ 人博卡病毒感染细胞关键蛋白的筛选与鉴定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６ １５０１１１１Ｂ 唐　忠 １５６６６９ 联合收获机多源动载对底盘机架激振耦合的

减振机理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７ １５０１１１２Ｂ 王纪章 １５０３８８ 基于作物生理信息的温室环境调控技术研究 Ｂ ２０１５ ４

２８ １５０１１５８Ｂ 陆　杰 １５３４２７ 家族企业变革型领导与员工沉默行为研究：

基于心理授权的视角
Ｂ ２０１５ ３

２９ １５０１１５９Ｂ 吕　鹏 １５０３８３ 空间辐照环境下极紫外相机关键光学器件微

观结构演变及性能退化机理
Ｂ ２０１５ ３

３０ １５０１０６６Ｃ 李祥子 １５５２９５ 铁系磁性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及载药性能

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１ １５０１０６７Ｃ 高　铭 １５１２４７ 智能响应型分子印迹复合膜的设计、制备及

应用于青蒿素的选择性分离和识别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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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姓名 进站编号 项目名称 等级
批次

（年）

金额

（万元）

３２ １５０１０６８Ｃ 田潇瑜 １５０３９６ 基于高光谱技术的猪肉加工品质变化监测

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３ １５０１０６９Ｃ 侯　靖 １５６９９２ 嗜盐古菌蛋白酶和亚硝酸盐还原酶的开发利

用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４ １５０１０７０Ｃ 李国辉 １５６６７４ 家蚕二分浓核病毒１２７Ｋ和５３Ｋ蛋白的产生
机制和功能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５ １５０１０７１Ｃ 孙梓暄 １５５２９６ ＭｉＲ３７４在间质干细胞恶性转化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６ １５０１０７２Ｃ 王钱钱 １５２５５２ 低温氢氧化钠／尿素高固载量预处理木质纤
维素的作用机制其高效酶解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７ １５０１０７３Ｃ 刘素霞 １５６９９１ 产业集群企业安全生产违规行为综合治理机

制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
Ｃ ２０１５ ２

３８ １５０１０７４Ｃ 许玲燕 １４１３９３ 太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承载力演化分析及提升

策略研究
Ｃ ２０１５ ２

研究生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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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８ ６０ ４７ ２６ ７６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４０ ８４８ １７７０ ２７０

港澳台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２ ２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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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８

ＭＢＡ ２６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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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合成及性

能研究
季振源 沈小平 材料学

２ 新型深井离心泵设计方法与试验研究 周　岭 施卫东 流体机械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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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３ 基于顶层设计的车辆底盘系统协同控制理论

与技术研究
黄　晨 陈　龙 车辆工程

４ 仿生传感器及近红外光谱技术在黄酒品质检

测中的应用研究
欧阳琴 赵杰文 食品科学

５ β葡聚糖对髓源性抑制细胞的分子调控及其
在抗瘤免疫中的作用

田　洁 王胜军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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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ＦｅＯ基多孔纤维的制备及其炭烟催化和染料降解
应用研究

邹联力 沈湘黔 材料学

２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证券市场中的应用研究———以房

地产行业为例
郑　菡 孔玉生 会计

３ 永磁容错型游标电机的设计与分析 杨俊勤 刘国海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４ 中小型民营企业绩效考核执行力研究 董文波 范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５ 基于埃洛石纳米管负载 ＣｄＳ基复合光催化剂的构筑及
性能研究

邢伟男 倪　良 无机化学

６ 铕掺杂荧光复合材料识别和检测三氟氯氰菊酯的研究 宋志龙 刘春波 化学工程

７ 新型ＤＮＡＡｇ簇的合成、荧光性能与运用 赵婷婷 陈秋云 化学工程

８ 磷酸银系列复合光催化材料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王　程 吴向阳 环境工程

９ 溴代芳香羧酸稀土钕配合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魏丽花 叶云霞 光学工程

１０ 神经网络同步与多智能体一致性问题研究 韩　敦 孙　梅 系统工程

１１ 毛细管电泳在线推扫和分子印迹技术在三嗪类农药残

留分析中的应用
方　柔 陈冠华 食品科学

１２ ＩＬ６ＳＴＡＴ３信号通路介导胃癌间质干细胞与中性粒细
胞相互作用促进胃癌进展

朱琼芳 许文荣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１３ ＵＬ１６结合蛋白（ＵＬＢＰ３）的表达及对癌症病人ＮＫ细胞
杀伤活性的调节作用

牟　笑 毛朝明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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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菜生长信息快速检测方法与时域变量施肥决策的

研究
高洪燕 毛罕平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２ 基于馈能型 ＥＳＣ的电控液压助力转向系统设计理
论与控制方法研究

唐　斌 江浩斌 车辆工程

３ 原位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塑性变形行为与性能

研究
焦　雷 赵玉涛 材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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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４ ＹＡＧ透明陶瓷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工艺优化 刘　婧 程晓农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５ 强流脉冲电子束作用下热障涂层热生长氧化物生长

行为与应力状态
蔡　杰 关庆丰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６ 金属复合双层／多层透明导电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
性能研究

黄立静
任乃飞

周　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７ Ａｕ、Ａｇ、Ｐｄ、Ｃｕ、Ｎｉ纳米催化剂设计构筑及其催化应
用研究

冯永海 殷恒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８ 内嵌式永磁容错电机的设计分析与控制 陈　前 刘国海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９ 基于计算机模拟与超声辅助酶解的玉米蛋白生物利

用度提高研究
金　建 马海乐 食品科学

１０ 苹果酸铬对２型糖尿病大鼠的降血糖活性、作用机
制及安全性初探

冯伟伟 仰榴青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１ 基于色素气敏传感技术的肴肉新鲜度检测研究 黄晓玮 赵杰文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２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ｗ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ｏｎｍｉｃｅａｎｄｚｅ
ｂｒａｆｉｓｈ（Ｄａｎｉｏｒｅｒｉｏ）ｅｍｂｒｙｏ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ｅｒｒｙ
Ｃｏｂｂｉｎａ

吴向阳 环境工程

１３ 硅基负载型离子液体催化氧化燃油脱硫的研究 熊　君 李华明 环境科学

１４ 关于非线性系统求解若干问题的研究 洪宝剑 卢殿臣 系统工程

１５ 含氮杂环多酸类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和性质

研究
朱　禹 谢吉民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

１６ 离心泵低噪声水力设计及动静干涉机理研究 司乔瑞 袁寿其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７ 带导叶离心泵非定常流动对特性曲线驼峰的影响 阳　君 袁寿其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８ ＰＬＫｓ介导神经元细胞周期阻滞和朊病毒清除的机
制研究

王　荟 邵启祥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１９ ＴＬＲ４在抗磷脂综合征模型小鼠血栓形成中的作用
探讨

解鸿翔 周　红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０ 辛香料活性成分微囊化及其高效生物利用研究 朱　源 徐希明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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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冲激光与电沉积复合的定域微细制造技术

研究
蔡明霞 张朝阳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２ 激光高速冲击点焊工艺研究 顾宇轩 王　霄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３ 激光熔覆制备Ｍ３：２高速钢组织及性能研究 王　昆 孙桂芳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４ 激光冲击金属箔板微复合成形的研究 张　迪 王　霄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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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１９４　　

续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５ 激光制备超细金刚石纳米晶实验与相变机理

研究
郑腊梅 任旭东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６ 高能球磨冷压烧结制备 ＴＮＺＳ基生物医用材料
组织与性能的基础研究

朱利华 许晓静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７ 多场耦合作用下流体在石墨烯表面润湿及运动

特性研究
董　鑫 张忠强 机械电子工程

８ 微电子制造中石墨炔复合材料场发射特性研究 宫　杰 杨　平 机械电子工程

９ 多通道混药均匀性测量方法及装置研究 马　靖 邱白晶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１０ 转筒自励式电磁与摩擦制动集成系统结构参数

优化设计与性能仿真
顾晓丹 何　仁 车辆工程

１１ 基于微通道与热电制冷技术的 ＬＥＤ前照灯散
热研究

赵新杰 蔡忆昔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２ 预热及催化条件下微自由活塞动力装置燃烧过

程研究
刘　艳 王　谦 工程热物理

１３ 基于比例相似性的柴油机喷嘴内空化和水力柱

塞流现象的试验研究
邵　壮 何志霞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４ 高速液体射流动力学特性的研究 陆金刚 杨敏官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５ 石墨烯基功能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应用 秦洁玲 杨小飞 材料物理与化学

１６ 共掺锐钛矿相二氧化钛的电子结构及光学性质

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陈　琳 李长生 材料学

１７ 磺胺嘧啶分子印迹聚合物的计算机模拟，制备

及性能研究
马鹏飞 周志平 材料学

１８ 聚酰亚胺／碳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
研究

聂　鹏 闵春英 材料学

１９ 碳掺杂二氧化钛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张　颖 曹顺生 材料学

２０ 基于等效磁网络的Ｈａｌｂａｃｈ永磁容错电机分析 邵明明 刘国海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２１ 无轴承永磁薄片电机悬浮力控制及其测量技术

研究
祝苏明 朱誯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２２ 磁悬浮风力发电机磁轴承支撑系统研究 董今越 刘贤兴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２３ 车用宽调速磁场增强型永磁无刷电机设计与

分析
闫　兵 朱孝勇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２４ 水产养殖亚硝酸盐监测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赵怡龙 赵德安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２５ 基于高光谱图像技术的生菜叶片氮素含量检测

与可视化研究
金夏明 孙　俊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２６ 不同盐环境嗜盐古菌比较分类学研究 张文姣 崔恒林 微生物学

２７ 桑黄菌丝体多糖的制备、理化性质及抗氧化活

性研究
裴娟娟 王振斌 食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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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续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２８ 猪肉中细菌总数的无损检测及优势致腐菌的快

速鉴别研究
李欢欢 陈全胜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２９ 基于纤维素水解液的微生物燃料电池构建及其

性能研究
廖志红 孙建中 环境工程

３０ 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情感特征学习方法研究 黄正伟 毛启容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３１ 支持信息检索结果多元化的数据融合技术研究 黄春兰 吴胜利 软件工程

３２ 带有脉冲扰动的几类复杂网络的聚类同步 姜胜芹 蔡国梁 基础数学

３３ 两类具有时滞的率依赖捕食—食饵模型的局部

稳定性和Ｈｏｐｆ分岔分析 邓联望 王学弟 应用数学

３４ 中国原油进口风险量化及新能源替代的研究 高翠侠 孙　梅 应用数学

３５ 基于近零折射率超材料的微带天线的设计和

研究
张艳荣 王纪俊 物理电子学

３６ 学生研究者和专家英语隐喻产出能力对比研究 鲍春林 朱国兴 无机化学

３７ 氧化石墨改性聚氨酯材料的制备及其在染料废

水吸附中的应用
秦　佼 邱凤仙 分析化学

３８ 银负载碱金属钽酸盐等离子体纳米复合光催化

剂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徐东波 陈　敏 有机化学

３９ 甲基苯基二氯硅烷氯化反应催化体系研究 付玉军 殷恒波 化学工程

４０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性能

研究
马连波 沈小平 应用化学

４１ 基于计算实验的企业排污行为演化及治理策略

研究
赵　龙 杜建国 企业管理

４２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高　倩 范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３ 知识溢出视角下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发展的影响

研究———基于江苏高校的实证
张玉华 范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４ 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

力的影响
芮正云 庄晋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５ 基于多层次理论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测评

研究
夏前龙 施国洪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６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 张　悦 陈海波 国际贸易学

４７ 国外“双反”对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应

对策略研究
胡　越 陈丽珍 国际贸易学

４８ 版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徐恬恬 赵喜仓 统计学

４９ 学生研究者和专家英语隐喻产出能力对比研究 陈希卉 钟兰凤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５０ 中国传统戏剧翻译上口性的韵律音系学研

究———以《牡丹亭·惊梦》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张传睿 任晓霏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５１ 唐宋时期的罗汉画研究 王元杰 陈见东 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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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５２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ｌｎｃＲＮＡＴＭＥＶＰＧ１变化及
对Ｔｈ１细胞的影响 彭辉勇 王胜军 免疫学

５３ 负载胡椒碱 ＭＰＥＧＰＣＬ纳米粒的制备及体内
外研究

彭　为 徐希明 药剂学

５４ 专利合作视野下的高校协同创新成长路径研究 刘　琼 刘红光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５５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余热排出泵抗震特性研究 邓　鑫 袁寿其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５６ 翼型和轴流泵的不稳定空化及其尺度效应的数

值研究
王海宇 施卫东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５７ ＥＧＦＲ诱导ＰＰＡＲγ泛素化降解机制 张　智 侯永忠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５８ 家犬ｂＨＬＨ转录因子家族成员的鉴定及分析 王旭骅 王　勇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５９ 超高强钢板热成形极限的研究及其在热冲压件

上的应用
曹志福 陈　炜 机械工程

６０ 多形态多晶硅薄膜微观结构及与光电性能关联

特性研究
刘正浩 任乃飞 机械工程

６１ 金属箔材飞秒激光冲击成形实验研究 冯亚云 叶云霞 光学工程

６２ 茶树叶片临界冻害的表征与测试研究 鹿永宗 张西良 仪器仪表工程

６３ ＮＴＰＩ技术再生ＥＧＲ冷却器的试验研究 陈亚运 蔡忆昔 动力工程

６４ 石墨烯—磁性粒子—聚苯胺复合材料的制备和

吸波性能的研究
徐　杨 罗驹华 材料工程

６５ 全自动水草清理船控制系统的研制 刘会贵 赵德安 电气工程

６６ 近红外光谱数据优选方法研究及应用 夏荣盛 刘国海 控制工程

６７ 盐渍海带红腐现象的微生物学本质研究 韩　冬 崔恒林 食品工程

６８ 毛细管电泳和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方法检测氨基

糖苷类残留
田一方 陈冠华 食品工程

６９ 卤化银／碳酸银复合光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性
能研究

朱嘉祥 许　晖 环境工程

７０ 车载自组网认证方案和异常检测方案的研究 刘怡良 王良民 计算机技术

７１ 多孔／空心金属氧化物纳米结构的制备及其储
锂性能研究

严　媛 沈小平 化学工程

７２ ＵＶ固化氧化石墨烯／聚氨酯—丙烯酸酯复合
功能涂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戴玉婷 邱凤仙 化学工程

７３ 使用流程的一致性对服务型网站用户体验的

作用
王娇娇 何灿群 工业设计工程

７４ 胃癌患者ＩＬＣ２ｓ的极化状态及其对免疫抑制微
环境的影响

别庆丽 许化溪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７５ 纤维素酶的固定化及其应用 李　越 张业旺 制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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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改革与创新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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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３ 外缘性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机理与升级路径研究———以长三角制造

业为例
徐骏杰

２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４ 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途径研究 孙煜

３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５ 中国“在家上学”的课程内容研究 朱　瑶

４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６ 英语专业学生思辨倾向及能力研究 曹　雪

５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７ 《中国日报》新闻评论的论辩话语研究 陆忠丽

６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８ 理工科研究生英语研究型论文“引言部分”研究空间的构建能力

探究
喻志刚

７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８９ 基于前景理论的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生产决策分析 苑玉锋

８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０ 新常态下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 吴　宁

９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１ 我国知识产权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影响研究 宋月升

１０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２ 江苏省生育保险动态筹资机制研究 张笑天

１１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３ 农民创业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研究 陈　聪

１２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４ 影响ＦＤＩ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以在华韩
资企业为例

陈亚琼

１３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５ 基于网络嵌入的大学生创业成长机理及其策略研究 童祥波

１４ ＫＹＺＺ１５＿０２９６ 镇江船舶与海洋工程专利分析与预警研究 李　艳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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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０ 改性多孔氮化碳材料的制备及可见光催化性能研究 乐树坤

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１ ＣａｒｂｏｎＤｏｔｓ纳米荧光材料的制备及对土壤中痕量金属离子的检测
研究

王　杰

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２ 基于石墨烯传感器对Ｈｇ２＋高灵敏及无标记检测的研究 李娆琪

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３ ＰＰＡＲα诱导Ｂｃｌ２泛素化、降解机制 尤梦丽

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４ 周期激励下非光滑连续系统簇发振荡及其机理研究 李绍龙

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５ 复合材料损伤的非接触检测与精确成像方法 徐晨光

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６ 复杂结构损伤全局快速定位与局部精确成像理论与方法 徐桂东

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７ 联合收获机履带行走装置与土壤的压实、剪切破坏机理研究 丁　肇

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８ 复合织构刀具脱粘减摩机理及其切削性能研究 康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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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４９ 基于知识引导的机器人视觉自动识别与定位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丁　卫

１１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０ 车载信息系统可用性评价方法研究 李　瑞

１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１ 高温合金激光加工微小深孔及重铸层与ＨＡＺ的控制研究 王　亮

１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２ 基于激光空化强化的金属抗空蚀性能研究 何　浩

１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３ 超低弹性模量ＴｉＳｉＣｕ材料的制备、性能及形成机理研究 刘桂玲

１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４ 石墨烯ＮＥＭＳ传热界面的构筑与关键热力学行为研究 唐昀青

１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５ 基于修饰膜的ｐＨ全固态复合电极传感机理研究 徐　坤

１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６ 激光冲击强化２０２４航空铝合金的振动特性及疲劳延寿机理 孟宪凯

１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７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新型奥氏体不锈钢研究开发 郑　琦

１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８ Ｃｕ基钎料对硬质合金的润湿与钎焊研究 张相召

２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５９ Ｌｉ３Ｖ２（ＰＯ４）３／Ｎｉ异质界面结构、电化学性能及其微观机制 陈丽莉

２１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０ 钛合金的摩擦氧化及磨损控制 周　银

２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１ ＤＤ５单晶组织制备及研究 梁向锋

２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２ 微灌水肥一体化系统配置优化及施肥装置研发 汤　攀

２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３ 不同雷诺数下水翼和轴流泵空化特性的研究 王海宇

２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４ 高效离心泵流动诱导振动机理及试验研究 李贵东

２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５ 余热排出泵瞬态流固耦合机理研究 周帮伦

２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６ 水泵水轮机泵工况的多工况优化及内部不稳定流动分析 王文杰

２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７ 金属基三维多级孔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在燃油氧化脱硫中的研究 吴沛文

２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８ 强旋流下荷电液滴捕集细颗粒物的多相流研究 钱姜海

３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６９ 高速液体射流界面不稳定机理实验研究 龚　辰

３１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０ ＮＴＰ技术再生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方法及机理研究 施蕴曦

３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１ 电动汽车磁悬浮无刷直流电机飞轮储能系统基础研究 秦月梅

３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２ 基于压缩感知的图像编解码方法研究 叶润武

３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３ 一类非线性微分方程的孤子解及稳定性控制 程悦玲

３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４ 微电网并网对电能质量的影响分析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陈瑞祥

３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５ 蟹虾养殖作业船视觉导航关键技术研究 阮承治

３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６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中国风电定价机制及优化研究 高翠侠

３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７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系统风险行为分析 梁洪振

３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８ 深度学习与联合稀疏表示的脑肿瘤图像分割方法 陈潇君

４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７９ 基于动态反馈和自适应技术的软件测试方法研究 朱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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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４１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０ 基于深度学习与属性学习相结合的行人再识别方法研究 许方洁

４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１ 车辆可控ＩＳＤ悬架的复合阻抗协调机理与控制方法研究 沈钰杰

４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２ 与互联状态及阻尼控制相协同的ＥＣＩＡＳ系统车身高度控制理论 于文浩

４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３ 电动汽车用新型永磁电机的矩角逼近机理研究 徐高红

４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４ 多层立体栽培光温分布特征及其对生菜生理生态的影响 周　静

４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５ 基于硫杂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的适配体农药微流控传感研究 严玉婷

４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６ 纤维素溶剂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的机理及其酶解性能 魏　薇

４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７ ３ＤＯＭ氮化碳复合材料的控制合成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颜　佳

４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８ 营养异质性对空心莲子草克隆整合和菌根共生的影响 万凌云

５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８９ 磁性生物炭负载Ａｇ／ＡｇＸ／ＢｉＯＸ光催化剂的设计及催化转化 ＣＯ２行
为研究

马长畅

５１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０ 桑葚花色苷的代谢及对铅致神经细胞损伤的干预机制研究 陈　瑶

５２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１ 基于多功能纳米生物探针的多元真菌毒素检测的研究 李雅琪

５３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２ 枯草杆菌蛋白酶刺激响应型精油纳米脂质体的制备及机制分析 李　伟

５４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３ 超声波辅助玉米蛋白多目标酶解及其产物构效关系研究 梁秋芳

５５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４ 面向水产品新鲜度检测的室温纳米气敏传感器研究 李志华

５６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５ ＬｎｃＲＮＡＨＯＴＡＩＲＭ１对肺癌患者ＭＤＳＣｓ调控作用的研究 田新宇

５７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６ ３，３′－二吲哚甲烷重编程ＭＳＣ在皮肤烫伤修复中的作用研究 史　惠

５８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７ ｍｉｒ６７５和ｍｉｒ２００在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中的调节机制 王　珏

５９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８ 卡比沙明药物树脂缓释混悬剂的研究 刘　丹

６０ ＫＹＬＸ１５＿１０９９ ＰＡＭＡＭＤｅｎｄｒｉｍｅｒｓ对中药有效成分促吸收作用、安全性及机理研究 曲文君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省助）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２９ 激光冲击制造表面微凸起的工艺研究 左　慧

２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０ 海洋过驳平台船用起重机抓斗防摇监控系统 陶　意

３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１ 核壳结构ＭｎＯ２／Ｎｉ准一维电极材料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皮智超

４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２ 轨道交通用高推力密度永磁直线电机系统 邱先群

５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３ Ａｒｄｕｐｉｌｏｔ小型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研发 陈　晔

６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４ 秸秆降解菌的筛选与秸秆降解工艺研究 张佩佩

７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５ 历史文化街区信息化系统建设研究 胡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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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８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６ 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质量评价研究 蔡飞君

９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７ 生物酶催化体系在含油墨废纸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刘　倩

１０ ＳＪＺＺ１５＿０１３８ 急性肾损伤分子标记物ｍｉＲ１４６ｂ的诊断应用研究 俞　静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校助）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１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０ 衬底表面粗糙度对石墨烯力学性能和Ｒａｍａｎ特性的影响研究 郑　波

２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１ 多接触面结构轮胎硫化机的结构优化与抗微动损伤研究 韩　天

３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２ 海上多功能转载集成系统速度自适应研究 蒋俊俊

４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３ 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联合收割机远程关键信息的获取及故障诊断 王学磊

５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４ 海上过驳平台皮带输送机多机驱动功率平衡控制系统设计 张亮华

６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５ 超大型剪板机刀具间隙检测与控制 孙晶晶

７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６ 强流脉冲电子束作用下ＡｌＷ表面缺陷合金化研究 张远望

８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７ 碳纳米管棉／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光催化应用 夏　瀚

９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８ 介孔金属无机框架材料设计及其用于燃油吸附脱硫研究 孙　佳

１０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８９ 二硫化钨基锂电池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戴　煜

１１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０ 脉冲强磁场下ＡＺ３１镁合金再结晶织构形成机制研究 朱　弋

１２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１ 基于ＰＬＩＦ技术的二代生物柴油喷雾燃烧特性的研究 李　达

１３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２ 柴油机交叉孔喷油嘴内流和喷雾特性的试验及模拟研究 金　煜

１４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３ 基于边界涡量流的离心泵叶轮内流诊断和水力优化研究 赵尤飞

１５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４ 柴油机ＳＣＲ后处理系统设计及优化 王兴华

１６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５ 基于ｕｎｉｔｙ３Ｄ多平台虚拟通信实验室的设计与实现 袁敏敏

１７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６ 基于ｋｉｎｅｃｔ的驾驶员不安全行为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刘　鹏

１８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７ 基于背景知识的职位信息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黄祖卫

１９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８ 考虑非达西渗流及结构性影响的天然层状软土地基非线性固结理论
研究

王昌建

２０ ＳＪＬＸ１５＿０４９９ 海洋环境中预应力混凝土的耐久性损伤演变与数值模拟 傅巧瑛

２１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０ 高性能ＦＲＰ筋耐久性与混合配筋混凝土构件设计探索 袁思奇

２２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１ 绿色建筑技术在农村建筑中的移植与推广 张兆昌

２３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２ 近红外光响应光催化剂制备及分解水制氢性能和机理研究 陈继斌

２４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３ ｇ－Ｃ３Ｎ４基异质结构的制备及其可见光光电催化降解微囊藻毒素 孟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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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２５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４ 光响应智能磁性印迹光催化体系的设计及其可控性能研究 王友山

２６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５ 亲和浮选净化／监测邻苯二酚类污染物的应用研究 安宝东

２７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６ 茶园春延后遮阳网栽培及环境调控技术 江　丰

２８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７ 人机协作式基质架上自动移动摊铺机研发 彭海军

２９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８ 高寒缺氧地区生活污水高效低耗处理工艺开发研究 杜甫义

３０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０９ 工业含油废水深度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李　朋

３１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０ 基于固体废物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回用系统设计及试验研究 龚丽影

３２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１ 智能型柠檬桉精油纳米脂质体制备及抗菌释放机制研究 马翠霞

３３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２ 蛋源性ＡＣＥ抑制肽的酶法制备及其降压活性研究 赵烨清

３４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３ 基于汽车智能驾驶的交互行为研究 孙婷婷

３５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４ 情感化设计中的通感应用研究 樊尚冰

３６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５ 基于感性认知的产品设计语意程式研究 王　宇

３７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６ 参数化图形在当代海报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赵淑华

３８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７ 内质网应激—自噬通路在姜黄素诱导肝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徐新明

３９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８ ＨＭＧＢ１调控ＨＩＦ２ａ诱导放疗后残存胰腺癌细胞干性转化的机制研究 苏晓莲

４０ ＳＪＬＸ１５＿０５１９ 社会责任承担与技术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蔡越洋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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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ＧＺＺ１５＿０５６ 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 陆　杰

２ ＪＧＺＺ１５＿０５７ 研究生黏性流体力学课程“慕课（ＭＯＯＣ）”教学模式研究与探索 王贞涛

３ ＪＧＺＺ１５＿０５８ 教育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查研究 张忠华

４ ＪＧＺＺ１５＿０５９ 基于ＰＢＬ教学模式的药剂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戈延茹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校助）

序号 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１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３ 管理学科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与保障制度研究 庄晋财

２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４ 基于两化深度融合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刘秋生

３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５ 网络环境下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王春林

４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６ “高等有机化学”课程移动学习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朱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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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５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７ 研究生培养质量内部保证方略的综合研究 钟勇为

６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８ 我国理工科研究生学术英语语用身份危机———构念、症状与对策 钟兰凤

７ ＪＧＬＸ１５＿０８９ 研究生课程的慕课化教学方法探讨 陈健美

８ ＪＧＬＸ１５＿０９０ 基于Ｏ＆Ｏ的ＭＢＡ研究生培养模式与保障制度研究 李守伟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主持人 获奖级别

１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的创新实践
陈　欣　李崇月　万由令
冯瑞贞　钟家宝　徐建平 一等奖

２ 构建“大工程”实践载体 深化“校地企”培养机制 培养复

合型研究生创新人才

任乃飞　任旭东　周建忠
刘会霞　　　　　　　　 二等奖

３ 本硕博联动机制培养模式建立提升临床检验诊断学研究

生创新实践能力

许文荣　钱　晖　许化溪
邵世和　邵启祥　　　　 三等奖

４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　丽　董德福　金丽馥
李明宇　马耀鹏　韦　岚 三等奖

江苏大学获批２０１５年度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

序号 项目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单位

１ ２０１５Ｙ０１０６于忠海 研究生科研创新的方法论培养与实践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２ ２０１５Ｙ０４０２袁俊杰 地方综合性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及学位点动态

机制调整研究
研究生院

３ ２０１５Ｙ０４３ 吕寿伟 基于实践创新能力的教育博士培养质量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４ ２０１５Ｙ０４０４蔡　莉 面向管理学科国际研究生的课程教学质量研究———以江苏大

学为例
管理学院

５ ２０１５Ｙ０４１０钟勇为 研究生培养质量内部保证方略研究：文化利益的视角 教师教育学院

６ ２０１５Ｙ０４１２杨晶照 无边界职业生涯视域下，毕业研究生职业发展质量研究 管理学院

７ ２０１５Ｙ０４１４王佳佳 大数据时代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测机制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８ ２０１５Ｙ０４１５周正嵩 基于学生感知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服务质量评价

研究
研究生院

９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１陈天 管理学类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与保障制度研究———基于产学

研合作视角
管理学院

１０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１张忠华 教育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查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１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２刘秋生 基于两化深度融合的信息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研究
管理学院

１２ ２０１５Ｙ０１０３胡桂兰 互联网经济下基于ＤＴＤＩ模型的研究生创业研究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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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单位

１３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３全　力 研究生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研究生院

１４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４李晓波 基于“ＧＵＳＣ”模式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协同培养机
制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５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５陈　权 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基于情商视角 土力学院

１６ ２０１５Ｙ０５０７朱　轶 中日韩国际化创新工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计算机学院

１７ ２０１５Ｙ０６０３施卫东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职业衔接研究 校办

１８ ２０１５Ｙ０８０１汪文新 完善高校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策略研究 管理学院

１９ ２０１５Ｙ０８０３陆道坤 基于“专业发展”理念的研究生导师成长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２０ ２０１５Ｙ０４０３王春林 新媒体环境下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文法学院

２１ ２０１５Ｙ１１ 王从彦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生态文化价值观研究 环境学院

（撰稿人：王　蕾　核稿人：全　力）

t(s>f

综述

【学院概况】 海外教育学院于２０１１年由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更名，独立建制，负责外国

留学生的招生、教学和日常管理，组织实施

汉语国际教育。学院目前有正式职工 １８
人，聘用人员２人。其中院领导５人、院长
助理１人，下设行政办公室、招生工作办公
室、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等

４个科室。留学生规模达到１６８０人，列全
省第４。乘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之东风，借学
校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之力，学院在发展过程

中，严格遵循“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

量、规范管理、打造特色”的思路，发展来华

留学生教育；制定了留学生发展规划，构建

了“三推进”“三激励”“三保障”的工作机

制，强化了留学生教育与学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的有机结合，

希望进一步通过推进“一把手工程”，整合

全校资源，形成合力，建设留学中国的快乐

家园，创建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重要目标高

校和江苏教育对外开放先进高校，实现中外

共赢。

【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规范化、信息化。

全年招收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共 ７０５（３０５／
４００）人，超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６５０（３５０／
３００）人。１．统筹规划，制定招生工作方案。
年初制定的招生工作方案，围绕建设“高水

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继

续扩大留学生总体招生规模。在组织保障、

人员安排、绩效考核和经费保障等几个方面

做了精密部署。２．优化工作，切实做好招
生各个环节的工作。一是优化招生团队，拓

展招生渠道（亮点）。鼓励各招收来华留学

生的各单位学院／研究生／中心成立“来华留
学生招生宣传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人担任

组长，负责本单位学院的招生宣传和协调工

作，学院外事秘书或研究生教育秘书负责具

体工作实施。选聘优秀中外学生组建留学

生招生宣传团队（２８人），围绕招生工作需
要，以学生为本，重建中、英文（拓展至韩语、

德语）学院网页、资料，利用微信、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加大境外宣传力度。积极通过境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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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拓展与国内、外教育咨询公司、机构的联

系。二是优化生源国，提升生源质量（重点

工作）。拓展德国、加拿大、韩国、俄罗斯、波

兰、美国等国语言生、短期生项目，加强对非

洲各生源国教育制度及高考政策的研究，重

点审核申请材料的主干课目成绩、语言能力

水平等，严格入学标准。组织本科新生学业

水平测评，对考试成绩不符合入学标准的，

要求参加基本文化课程补习。三是优化学

历结构，扩大留学研究生招生规模（重点工

作）。利用学校外事例会等加大宣传研究生

招生优惠政策及 ＣＳＣ、茉莉花、校长奖学金
等奖学金政策。发挥二级学院在研究生招

生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优化在线

审核，限时处理。年终考核时，加大奖励力

度。进一步完善招生工作网站及留学生在

线申请支付平台。四是提升业务能力，强化

服务意识。加强跨文化交流及外事政策的

学习，积极与兄弟院校交流，强化大局意识、

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在细微处服务学

生。成功承办以“共商、共促、共建、共赢”

为主题的“２０１５年第二届国际学生管理服
务平台培训及研讨会”，受到与会院校的

好评。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制度化、精细化。

１．评建结合，以评促建。启动了教育部来
华留学生教育项目质量认证迎评工作。各

学院自评，积极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汇总教

学日历，对本学院所存在的留学生教学问题

进行分析总结，找出解决对策。海外教育学

院全体领导及教学管理负责人到各相关学

院听取自查汇报，并对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

整改建议。２．认真执行留学生教学管理规
定，保证日常教学工作有序进行。组织教学

自查，提高任课教师管理留学生的主动性，

提高教学运行质量和水平。多渠道促进留

学生自主学习，教考结合，以考促教。组织

留学生期中教学评价工作，要求各学院对各

教学环节进行检查，并提交检查报告。注重

实践，“主题汉语”教学有特色，构建了各类

体现镇江地域特色的文化实践活动，惠及镇

江市友好城市的俄罗斯师生，来自美国和加

拿大的游学、交换留学生，奥地利中学生夏

令营，北语、华师留学生代表团等。留学研

究生英文授课培养计划修／制订工作基本完
成，中外学生同堂授课开始试行。推进留学

研究生助理教学工作，组织选拔２０１５年研
究生英语课程助教１１名，留学本科生入学
前基础课程教师８名。制定留学研究生教
师工作量计算办法，推动留学研究生教学工

作量纳入全校人事分配体系。审查通过４０
名教师具有新增指导资格。留学研究生弹

性学制正式启动。３．不断完善全英文留学
生教务管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推

动智能交互反馈系统，提高了留学生的出勤

率和教学的互动性。建立留学研究生助教

资源库。本科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４门获批
江苏省英语授课精品课程，新增１０门江苏
大学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和４门培育
课程。注重留学生任课教师培养，３名留学
生任课教师获批教育部资助赴加拿大进修

项目，１３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学校资助赴
海外进行教学法进修。陈永昌老师第三次

当选年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获

评江苏大学“教学名师”称号。４．教学活动
卓有成效。成功举办了“汉语桥”汉语大

赛、医学留学本科生学术研讨会等。２０１５
年共组织了５次ＨＳＫ考试。２０１２年以来共
有１４７人参加了考试，２级通过率达９９％、
４级、５级、６级通过率也达８０％以上，留学
生参加“同乐江苏”汉语演讲大赛，获得苏

州赛区冠军、总决赛二等奖。天乐（泰国）

等５名留学生获邀赴联合国发表汉语演讲，
在那里向世界发出了来自江苏大学的声音：

“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苏大学的留学生！”

他们的优异表现获得联合国网站报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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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校的影响与知名度。学位论文水平整

体评价较高，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在国家平台

按１００％的比例外审。共毕业留学研究生
３３名，其中博士毕业生８名，硕士毕业生２４
名。协调１名往届已毕业博士研究生、１名
会计硕士生提前送审论文，２名延期毕业硕
士生申请学位并获得成功。１名博士的学
位论文被评为校优秀博士论文。１名博士、
１名硕士获校优秀毕业生称号。１名留学博
士生参加美国高水平国际会议并提供论文，

发表演讲。１名留学博士生获欧盟 Ｅｒａｓｍｕｓ
Ｍｕｎｄｕｓ奖学金资助参加欧盟短期研究生教
育项目。６名留学研究生组队获第十二届
中外研究生模拟国际学术会议大赛第一名，

成功资助１名管理学院留学博士生参加美
国高水平国际会议并提供论文，发表演讲，

参与研讨。３名参与研究生英文演讲大赛，
获一、二等奖，１人获世界聊吧一等奖。成
功举办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论坛共

分６个分论坛，收集到中外研究生８７７篇论
文摘要，其中３３名留学生；学校“外专千人
计划教授”在内的 ２５名专家参加了论坛。
规模再创新高，进一步促进中外研究生融

合。４项课题获得“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高等
教育教改研究课题立项建设项目”，１名教
师获“江苏大学第二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

赛”二等奖。获批江苏大学国际化专业英语

授课精品课程１项、“江苏大学来华短期特
色项目”２项。
【学生工作】 不断追求学生工作规范化、

人性化。１．完善规章制度。邀请镇江市公
安局、学府路派出所等工作人员对留学生开

展了各类法律法规的宣讲学习，使其了解中

国政策法规、出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校外

住宿等制度及安全常识。加强校纪、校规教

育。修订、印刷２０１５版《留学生学生手册》
和《留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依法依规

推进留学生缴费、奖惩，整理、修订学工条线

其他奖学金评定等相关制度文件。积极推

进学风建设。留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差，海

外教育学院与各学院教务管理密切合作、配

合，开展入学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以考促学，以考促进。奖惩分明，全年共处

分留学生２０余人。公平、公正做好各类奖
学金、助学金评定工作，奖励学生近２００余
人次。做好新生开学典礼等各类仪式教育。

６月，４３名留学生毕业，包括３名博士生，１９
名硕士生。其中，计算机、土木工程专业首

次有留学生毕业。２０１５年 ９月，学院迎来
了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新生，分为

语言生、交流生、本科生、研究生等 ６个类
别。２．使用信息化管理。２０１５年引入在线
管理系统，导入并完善了所有学生的数据信

息，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给留学

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利用学院

微信平台、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群等现代通讯方式，
介绍国家、城市、学校、学院、生活、学习等各

方面各类信息，给留学生提供相关的指导和

帮助。３．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完成所有新
生的心理健康普查，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加以日常的心理咨询辅导和心理健康活

动，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搭建释放平台，构建互信空间。４．加强校
外联动。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

程，协调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京口区公

安局、学府路派出所及校内各相关部门，使

得留学生居留许可办理工作规范、有序。建

立居留许可到期提醒制度，很好地预防了留

学生居留许可超期的可能性。５．引导学生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引导留学生参加

各类校内校外活动，鼓励中外学生交流融

合。尊重留学生的文化差异，加强对各留学

生协会的管理与引导。一年来，留学生体育

协会（ＩＳＳＡ）、工科留学生协会（ＡＩＥＳ）、管理
留学生协会（ＩＢＳＡ）及国际学生联合会
（ＩＳＵ－ＪＵ）等相继成立。学生自我管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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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大大加强。班长俱乐

部、牵手走世界协会继续发挥引导作用，为

新生入学教育、校园参观等活动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６．后勤工作不断优化。加强公寓
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理，建立监控机制，密切

关注，开展不定期检查，基本杜绝了违规电

器和安全隐患，做到全年无安全事故。

７．开展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动。２０１５年学
院组织如春节联欢会、金鸡湖龙舟赛、端午

文化赏析活动、国际文化节、中秋文化赏析、

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等各级各类活动。参

与组织了同乐金陵、同乐江苏等省级活动。

组织参加了校运会、篮球赛、羽毛球赛、足球

赛等校级体育比赛。鼓励中外学生共同开

展耶鲁学堂、世界聊吧、汉语角、英语角等各

类活动。３名留学生赴联合国本部演讲，多
名留学生到镇江广播电台分享音乐和文化。

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化氛围不断营造，留学

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综

合素质不断提高。留学生自发组织了国际

医学生协会、国际商科学生协会、国际工科

学生协会、留学生社团联合会、留学生体育

协会、国际女生协会等，自发邀请中外学生

组织了ＬＩＦＥＢＵＩＬＤ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生理
学竞赛等各类交流活动，主动与医院、企业

对接，社会认同度明显提高。８．加强队伍
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专职辅导员队伍是开

展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基本保障。目前

学院共有３名专职辅导员和来自各二级学
院的１７名兼职辅导员。通过联合学工处、
保卫处等部门不断对专兼职辅导员进行业

务培训，开好每月一次的专兼职辅导员例

会，满足目前留学生管理的基本需求。同

时，选拔优秀留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担任班级

和宿舍助管，成为学院学工队伍的有力支撑

和补充。注重留管干部培训：１位老师参加
教育部留管干部德国培训，７位参加来华留
学管理干部培训，１位参加中国—欧盟高等

教育论坛，１位参加全国职业指导人员职业
资格培训，１位参加省留管年会，２位赴上海
调研等。大家通过交流、培训、调研，拓展了

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能立足本校实际，开

创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使日常工作更加规

范、有序。

【外宣工作】 外宣工作彰显特色。围绕

“全媒体、立体化、有特色”的思路，把外宣

工作与招生、教学、学工并重，以内涵建设为

本，积极将留学生打造为“城市名片，文化人

桥”。获得了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省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颁发的“同乐江苏———外

国人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和“同乐江

苏———外国人歌唱才艺大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大学巴基斯坦籍留学生热议习近平主

席访巴”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教育部

网站、光明网、中新网、人民网、江苏教育新

闻网、《中国文化报》、搜狐教育等国内重要

媒体广泛转载。全面覆盖长三角地区的国

内多语种 Ｍａｐ杂志推出专访，以“大学之
道———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江苏大学”为题

报道了江苏大学“中外求索、辐射全国”的

来华留学教育。有留学生在镇江市文广集

团“乐游全球”担任广播节目主持人。３名
留学生参加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世界青年

节》《世界青年说》录制，与霍启刚等世界各

国杰出青年共话未来，引起关注。６名留学
生畅谈新年计划，于１月２日登上《京江晚
报》头版，组织并撰写对留学生的个人专

访（共计１００００字）３次（天乐、保罗、刘大
花），４名留学生与教工记者获邀参加《京
江晚报》特色周刊１００期创刊座谈会，发表
演讲。在江帆网和《江苏大学报》发表新

闻２９篇。组织留学生参加宣传部牵头的
《江苏大学》宣传片拍摄，录制公开课。１
人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度“优秀教职工记
者”称号，学院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度“对
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学院网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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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版，获评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大学十佳二级
中文网站，１人获校“优秀二级网站管理
员”称号。

【其他工作】 １．协助校工程中心成功组
织了第三届中日韩创新应用研究教育国际

会议暨创新工程设计竞赛。日本山口大

学、韩国群山国立大学等１２所日韩高校，
以及大连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１３所国内
高校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和竞赛。

１０１名日韩师生参加了本次短期创新活
动，已经成为学校短期特色项目的典范之

一。二级学院主体作用初现端倪。２．利
用教育部来华留学补充经费，成功组织了

“江苏大学来华短期特色项目”的申报，１０
个学院的１３个项目获批。３．１００万元“江
苏大学安信地板来华留学教育基金”成功

运行。２０１５年镇江金港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与海外教育学院签订了建设留学生

创业园的协议，并拟定了合作框架协议。

安徽天长天康集团等也洽谈了联合拓展国

外市场、培养本土化人才的意向。企业的

订单式人才培养将成为我校留学生人才培

养的特色之一。其互惠互利的特性吸引了

广大企业的关注。

（撰稿人：尹　璐　核稿人：高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