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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上，学校本科生获国家级奖１５项，其中
特等奖３项、一等奖１４项、二等奖１８项。
【国际化人才培养稳步发展】 新增３个中
外联合培养项目，制订并实施了工商管理、
车辆工程中美联合培养项目和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中法联合培养项目培养计划。３
个月以上赴境外交流学生数较２０１６年同期
增长３０％。完成了中文授课来华留学本科
生大类培养计划的制订，有序推进了中文
授课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
【教师教学能力持续提升】 实施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工程：一方面通过讲课竞赛、名
师讲堂、优秀教师公开课等示范引领，以
及十佳教师评选，营造尊师重教氛围，鼓
励教师自觉提升教学能力。另一方面，积
极组织和举办各类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活动。
２０１７年举办名师讲堂、教学沙龙等活动２４

场，组织观摩全校公开课５１门次；积极开
展教师网络在线课程培训，全年新增培训
教师１８９人，报名课程培训７３６门次，截
至目前，累计培训９８６人，课程培训２ ３６１
门次。
【教学运行与管理规范高效】 不断完善和
优化教务管理系统，较好地完成了全年教学
进程编排、教学任务落实、排课、调课、学
生选课、校内课程考试、教室借用等多方面
工作，实现全年教学运行无差错。同时按照
教育部４１号令，重新修订了《江苏大学全
日制本科生学分制与学籍管理办法》《江苏
大学课程考试工作实施细则》《江苏大学学
位授予实施细则》《江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实施办法》；成功承办省２０１７年高校教务管
理年会，为省内高校教学管理的难题研究和
经验交流提供研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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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学制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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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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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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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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学制学位授
予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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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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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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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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学制学位授
予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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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 ０２０３０５Ｔ 金融数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四年理学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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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类 Ｊ 四年历史学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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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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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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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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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０８０２０７ 车辆工程 工学 机械类 四年工学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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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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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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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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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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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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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０８１００１ 土木工程 工学 土木类 四年工学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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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０８０１０２ 工程力学 工学 力学类 四年工学
６８ 外国语学院 ０５０２０７ 日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四年文学
６９ 外国语学院 ０５０２０１ 英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文学
７０ 法学院 ０３０１０１Ｋ 法学 法学 法学类 四年法学
７１ 文学院 ０５０１０１ 汉语言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文学
７２ 文学院 ０５０１０３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Ｊ 四年文学
７３ 药学院 ０８１３０２ 制药工程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四年工学
７４ 药学院 １００７０１ 药学 医学 药学类 四年理学
７５ 药学院 １００７０２ 药物制剂 医学 药学类 四年理学
７６ 医学院 １００２０３ＴＫ 医学影像学 医学 临床医学类 五年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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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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学制学位授
予门类

７７ 医学院 １０１００１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医学技术类 四年理学
７８ 医学院 １０１００７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 医学技术类 四年理学
７９ 医学院 １００２０１Ｋ 临床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类 五年医学
８０ 医学院 １０１１０１ 护理学 医学 护理学类 四年理学
８１ 艺术学院 ０８０２０５ 工业设计 工学 机械类 四年工学
８２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３１０ 动画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３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４０３ 雕塑 艺术学 美术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４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２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５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３ 环境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６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４ 产品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７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４０１ 美术学 艺术学 美术学类 Ｊ 四年艺术学
８８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６ 公共艺术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艺术学
８９ 艺术学院 １３０５０８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设计学类 四年艺术学
　 　 注：１ 专业代码栏中，专业代码后加“Ｔ”“Ｋ”的专业，分别表示特设专业、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２ 师范标识栏中，标注了“Ｊ”的表示师范、非师范两者兼有的专业，未注明者为非师范性质的专业。

江苏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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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来华留学
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１ 国际贸易实务 陈丽珍 ２０１３

２ 会计学 吴梦云 ２０１６

３ 信息安全技术 王昌达 ２０１６

４ 药理学 封云 ２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