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做好 2016-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
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立项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加强和改进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管理工作，切实发挥课题研究成果

在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研究生培

养创新工程项目实施与管理办法，经厅领导同意，近期省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将对 2016-2018 年立项但未结题的研究生培

养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开展结题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范围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立项但未结题的研究生培养

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具体名单见

附件 1、2、3）。

二、结题内容

1. 研究情况。包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过程和主

要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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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成果。包括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等。

3. 经费使用。包括省资助经费、学校支持经费开支情况。

三、结题方式

1. 依据课题批准当年的管理办法，2016 年度重大课题、

重点课题由省教育厅组织结题验收，一般课题由省教育厅委

托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进行结题工作；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重大课题由省教育厅组织结题验收，重点课题和一般课

题由省教育厅委托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进行结题工作。

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课题管理办法，认真

做好相关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明确结题结果（合格或不合

格），并做好结题材料的归档工作。省教育厅采用随机抽取

的形式对委托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进行结题工作的课

题进行督查。

2. 课题主持人须填写《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

践课题结题报告书》（附件 4），并附相关成果佐证材料。

3. 本次结题工作使用“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

息平台” （http://jsxw.jse.edu.cn/）进行填报。所有拟结题的

课题主持人登陆平台填报材料并上传盖章签字后的 PDF 版

本结题报告书和相关成果佐证材料（含延期申请）。课题主

持人所在高校负责在平台上对结题报告进行审核并上传盖

章的《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结题汇总表》（附

件 5）。课题主持人和高校负责人登录平台的账号和密码另行

通知。平台开放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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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4:00，请各课题主持人及时上报。

4. 请各有关高校及时将本通知要求告知课题主持人。联

系人：沈春，电话：025-83335660。

四、其他事项

1. 原则上 2016 年、2017 年的所有立项课题应于 2019

年结题。除特殊情况外，凡逾期未结题或结题“不合格”的，

将取消课题立项、收回资助经费并公开通报。

2. 2018 年立项重大委托课题实施年限按开题报告期限

执行。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项目应于 2019 年结题，特殊情

况可申请延期 1 年（需附情况说明）。延期后仍无法结题或

结题“不合格”的，将取消课题立项、收回资助并公开通报。

3. 各高校可按照课题研究质量决定是否推荐申报优秀

课题，原则上不推荐延期的课题，推荐比例不超过本年度结

题课题总数的 15%，不足 1 项的可推荐 1 项；省教育厅将对

推荐的课题进行审核评价。

4.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为课题完成者颁发结题证书。

附件：1. 2016 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题名单

2. 2017 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题名单

3.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题名单

4.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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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

5.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结题汇总表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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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课题名单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D16_002 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东南大学 金保昇
重大

（委托）
省助

JGZZ16_037 协同创新视野下的研究生思政教育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韩素贞

王进山
重点 省助

JGZZ16_095 江苏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构

建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曹如军 重点 省助

JGLX16_049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培养

与提升研究
江南大学

陈绪新

张云霞
一般 校助

JGLX16_059 传承与再现：《中外纪录片研究》教学案例库建

设探索
扬州大学

武新宏

张黎呐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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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课题名单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D17_001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南京大学 朱俊杰
重大

（委托）
省助

JGZD17_007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体系建设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董维春
重大

（委托）
省助

JGZD17_012 信息平台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电化教育馆
吴胜东

金  玉
重大

（委托）
省助

JGZD17_014 江苏省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研究（一）
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殷翔文

重大

（委托）
省助

JGZZ17_002 研究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南京大学 吴  恺 重点 省助

JGZZ17_003 基于建造控制的建筑信息模型(BIM)设计教学 南京大学 傅  筱 重点 省助

JGZZ17_016
研究生工作站模式下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圣和药业为例
中国药科大学

顾  洁
许风国

重点 省助

JGZZ17_021
基于招生并轨机制的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王立彬 重点 省助

JGZZ17_022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工科研究生四元协同创新

创业培养机制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周淑琴

何亚群
重点 省助

JGZZ17_028
博士生“人文地理学”全英文课程分层教学改革探

索
南京师范大学 汪  涛 重点 省助

JGZZ17_029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评价体系的研

究与探索
南京师范大学

陈  功
莫少群

重点 省助

JGZZ17_032
基于科研团队导师制的财经类研究生培养模式创

新与探索
南京财经大学

张文武

成  旭
重点 省助

JGZZ17_033
医学院校“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改革实践研究

——以南京医科大学为例
南京医科大学

柯  巧
陈  峰

重点 省助

JGZZ17_035
基于排便障碍性疾病远程一体化诊疗系统的临床

案例式教学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丁曙晴 重点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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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Z17_036
整合性PBL教学在中医院校医学研究生教学及

能力培养中的创新作用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戴建国

沈  旭
重点 省助

JGZZ17_040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复试改革路径研究 南京体育学院 杨丽丽 重点 省助

JGZZ17_042
动画艺术硕士新媒体产权研发项目实践培养模式

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薛  峰 重点 省助

JGZZ17_043 工程硕士核心能力评估及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南京工程学院
花喆斌

陶  然
重点 省助

JGZZ17_044
法律硕士（警务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警务类课程教学内涵

建设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与江苏警官学院联合办学为例
江苏警官学院 鄢定友 重点 省助

JGZZ17_045
基于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食品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江南大学 杨严俊 重点 省助

JGZZ17_046 协同创新环境下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研究 江南大学 俞经虎 重点 省助

JGZZ17_047 公共管理（MPA）案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段鑫星 重点 省助

JGZZ17_049
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及实践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顾明亮 重点 省助

JGZZ17_051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俄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对

策与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 李延龄 重点 省助

JGZZ17_052
高等医科院校研究生核心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与

探析
徐州医科大学

岳彩玲

翟云鹏
重点 省助

JGZZ17_053
以药学服务为核心的药学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
徐州医科大学 鲁  茜 重点 省助

JGZZ17_054 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型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江苏大学
毛罕平

王亚娜
重点 省助

JGZZ17_057
基于学科交叉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机

制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丹媛媛 重点 省助

JGZZ17_058
基于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的企业工作站建设与

实践
江苏科技大学 鲁  萍 重点 省助

JGZZ17_059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

系的重构与实践
扬州大学

俞洪亮

张  琼
重点 省助

JGZZ17_061
基于“C-UGS”的教育硕士实践教学“五教”模式运

行机制研究
南通大学

沈永江

徐巧娣
重点 省助

JGZZ17_063
地方政府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研究生教育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对策措施研究
苏州大学 钱振明 重点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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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Z17_066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三主体三

阶段有机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以市政工程方向为

例

苏州科技大学
徐乐中

沈耀良
重点 省助

JGZZ17_067
地方高校IT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机制研究及实践
苏州科技大学

奚雪峰

付保川
重点 省助

JGZZ17_069
地方高校环境工程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盐城工学院

严金龙

吕慧华
重点 省助

JGZZ17_070 全日制教育硕士“1+4”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吴克力

范新阳
重点 省助

JGZZ17_073
我省国家“特需项目”院校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

的实践与探索
淮阴工学院

杜卫刚

钱国庆
重点 省助

JGZZ17_079
基于“双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路径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雷卫宁 重点 省助

JGLX17_001
智能制造时代工业工程专业工程硕士教学体系改

革与探索
南京大学 刘慧敏 一般 校助

JGLX17_006
工科研究生科技创新思维与方法的培养途径及评

价体系建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夏品奇

李舜酩
一般 校助

JGLX17_007 “双一流”视阈下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存祥 一般 校助

JGLX17_008
基于移动自媒体的航空发动机控制课程群建构教

学方法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金泉

鲁  峰
一般 校助

JGLX17_012
江苏高校“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管理策

略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张世刚 一般 校助

JGLX17_014 研究生党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 河海大学 杨  勇 一般 校助

JGLX17_016
工科院校理科专业研究生教育对“双一流建设”的适应

性改革与培养模式创新----以河海大学地质学专业为例
河海大学

茅昌平

谭红兵
一般 校助

JGLX17_024
基于SWOT分析的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差异化竞

争战略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苌雅娴

梁  毅
一般 校助

JGLX17_031
基于国际化培养模式的林产化工研究生全英文教

学探究
南京林业大学 潘  晖 一般 校助

JGLX17_033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马健霄

陈 健
一般 校助

JGLX17_036 地方高校地理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蒲  阳
赏  刚

一般 校助

JGLX17_043 法学硕士研究生过程化培养模式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刘  远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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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LX17_047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沈国彬

孔祥沛
一般 校助

JGLX17_054 在境外研究生教学中导入我国传统文化 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光耀

战丽彬
一般 校助

JGLX17_055 供给侧改革下的研究生教育 南京中医药大学 洪  骏 一般 校助

JGLX17_058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组建设：理论、问题与对

策
南京审计大学 孙国锋 一般 校助

JGLX17_060
硕士研究生优质生源的组织与选拔——以南京审

计大学研究生招生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 翟  国 一般 校助

JGLX17_061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 南京体育学院 谢  华 一般 校助

JGLX17_062 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模式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吕少卿 一般 校助

JGLX17_063 国际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产品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张  明 一般 校助

JGLX17_064 基于文献资料的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模式探索 南京艺术学院 陈  捷 一般 校助

JGLX17_065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组织绩效评估研究
南京工程学院 陶  然 一般 校助

JGLX17_066 警务硕士专业研究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王智军 一般 校助

JGLX17_067
警务硕士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教学科研双

向促进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孟卧杰 一般 校助

JGLX17_070 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评价研究 江南大学 杜守帅 一般 校助

JGLX17_071
以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高分子材专

业研究生实践教学体系探索
江南大学

张胜文

东为富
一般 校助

JGLX17_072
科研、教学、实践合作模式下光学工程硕士联合

培养方式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

王继成

高淑梅
一般 校助

JGLX17_076
双一流高校工科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

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王  菲
尹世平

一般 校助

JGLX17_077
基于“双一流”视野下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吕向前 一般 校助

JGLX17_078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翻译硕士人才培养规划 江苏师范大学 潘  震 一般 校助



—10—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LX17_080
基于协同创新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策略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孙配贞 一般 校助

JGLX17_081 新媒体视域下研究生立德树人教育路径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李  冲
石海兵

一般 校助

JGLX17_082
以服务理念引领留学江苏研究生教育——“一带

一路”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改革体系建构及其实施
江苏大学 乔  芳 一般 校助

JGLX17_083 现代热流测试技术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江苏大学 刘  栋 一般 校助

JGLX17_085
从智能信息处理实践平台建设到研究生创新培养

模式探讨
江苏科技大学 吴  陈 一般 校助

JGLX17_086
以项目为主体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研究生协同创新

能力培养机制与实践
江苏科技大学 晏  超 一般 校助

JGLX17_089 研究生“德育生态课堂”机制创新研究 扬州大学
刘  佳
张世义

一般 校助

JGLX17_092 基于多元联动的MBA案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扬州大学 高功步 一般 校助

JGLX17_095 对医学研究生与本科生结对协同培养模式的探讨 南通大学
羌建峰

彭亮亮
一般 校助

JGLX17_096 文史类研究生培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南通大学
周远富

张慧敏
一般 校助

JGLX17_099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RT-PSP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苏州大学
黄建洪

叶继红
一般 校助

JGLX17_100
基于专业知识的研究生能力多角色培养探索与实

践
苏州大学 尚笑梅 一般 校助

JGLX17_101
转制高校硕士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

究——以苏州科技大学为例
苏州科技大学

刘志强

朱建达
一般 校助

JGLX17_105
互联网+时代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机制研

究
淮阴师范学院 谢同祥 一般 校助

JGLX17_106 语文教育硕士语言学核心素养培养模式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晁  瑞 一般 校助

JGLX17_108
案例教学在生物化工方向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培

养中探索性开发和应用
淮阴工学院 胡沂淮 一般 校助

JGLX17_111
食品加工与安全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探索与研究
淮海工学院 孙颖颖 一般 校助

JGLX17_116
基于硕士研究生工作站模式的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与实施
江苏理工学院 马  迪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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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课题名单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D18_001 江苏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研究 南京大学
吴  俊
陈  谦

重大 省助

JGZD18_002 江苏省研究生暑期学校学习经历调查研究 南京大学
汪  霞
汪雅霜

重大 省助

JGZD18_003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设成效及

三期项目推进和管理模式研究
河海大学 华祖林 重大 省助

JGZD18_004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绩效研究 河海大学 陈 达 重大 省助

JGZD18_005
基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的江苏高校学科建

设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罗英姿 重大 省助

JGZD18_006
产教融合背景下江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专业学

位点布局影响的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王  昆
殷晶晶

重大 省助

JGZD18_007
以新工科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与实践
南京邮电大学 徐小龙 重大 省助

JGZD18_008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设成效研

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立保 重大 省助

JGZD18_009
江苏高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理念与机制

创新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夏忠欢

杨  浩
重大 省助

JGZD18_010
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大赛与培养模式改革协同推

进的研究与探索
南京师范大学

罗逾兰

杨守恩
重大 省助

JGZD18_011 江苏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路径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陈章龙 重大 省助

JGZD18_012 研究生SPOC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
周建伟

陈  峰
重大 省助

JGZD18_013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以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

程冷杰

王子云
重大 省助

JGZD18_014 江苏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研究 江南大学
堵国成

武美萍
重大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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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ZD18_015 江苏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绩效研究 扬州大学
薛怀国

吉丹如
重大 省助

JGZD18_016 江苏“双一流”建设高校协作机制研究 扬州大学
郑  刚
朱  瑞

重大 省助

JGZD18_017 江苏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40年史料征集与研究 南通大学
廖  萍
沈理彪

重大 省助

JGZD18_018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微信公众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南通大学
徐  毅
张  毅

重大 省助

JGZD18_019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江苏高校态势分析 苏州大学
周  川
江  波

重大 省助

JGZD18_020
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苏州大学为例

苏州大学 曹  健 重大 省助

JGZZ18_001
教育综合改革影响下的江苏省博士生群体性特征

调查研究
南京大学

王洪涛

李  宁
重点 省助

JGZZ18_002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江苏高校情况分析与研究 南京大学 徐红利 重点 省助

JGZZ18_003
应用思维风格与个性分析改良TBL教学模式的研

究
南京大学

张  玥
孙建军

重点 省助

JGZZ18_004
基于先进数字平台与深度学习模式的当代风景园

林学研究生培养方法创新与实践
东南大学

成玉宁

李  哲
重点 省助

JGZZ18_005
以创新实践竞赛为视角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探

索与实践
东南大学

钟文琪

王  婷
重点 省助

JGZZ18_006
多模态视角下学术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硕博

联运创新研究
东南大学 朱善华 重点 省助

JGZZ18_007
“航空航天与艺术”工作坊-----工科研究生艺术素养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莉莉

李珊珊
重点 省助

JGZZ18_008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兰芳 重点 省助

JGZZ18_009
新工科体系下航空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高水

平人才培养的提升与实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志刚

张宏建
重点 省助

JGZZ18_010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的研究与

实践
南京理工大学

张  琨
英  瑞

重点 省助

JGZZ18_011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协同培养研究

与实践
南京理工大学

郭  健
诸  云

重点 省助

JGZZ18_012
“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创新研

究
南京理工大学

朱国芬

李  军
重点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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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ZZ18_013
基于产教融合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

机制研究与实践
河海大学 刘平雷 重点 省助

JGZZ18_014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培养机

制创新研究
河海大学 毛春梅 重点 省助

JGZZ18_015
行业特色型院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维度研究：以

高水平农业院校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

姚志友

王  敏
重点 省助

JGZZ18_016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目标与效果评价 南京农业大学 林乐芬 重点 省助

JGZZ18_017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专业选修课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的构建和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王昱沣 重点 省助

JGZZ18_018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定位研究与质量标准建

立--基于生态位理论
中国药科大学

张永泽

邵  蓉
重点 省助

JGZZ18_019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研究

与实践
中国药科大学

刘会胜

许风国
重点 省助

JGZZ18_020 基于场域理论的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方法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王海艳

葛  丹
重点 省助

JGZZ18_02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研究生导师职责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王  霁 重点 省助

JGZZ18_022
学科特色型大学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

——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例
南京林业大学 沈文星 重点 省助

JGZZ18_023
系统优化模型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课堂

学习共同体的建构与实证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崔诣晨 重点 省助

JGZZ18_024
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党建推动研究生思政教育内

涵发展路径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革兰

姚  楠
重点 省助

JGZZ18_025
基于“互联网+”的研究生基础课资源建设及泛在化

学习的可行性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裴世鑫 重点 省助

JGZZ18_026
基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分析的江苏省学科建设

路径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张广明

袁  燕
重点 省助

JGZZ18_027
“大学科观”视域下生物工程跨界融合新业态方向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工业大学

李振江

郭  凯
重点 省助

JGZZ18_028
新工科背景下信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
南京工业大学

杨小健

秦  岭
重点 省助

JGZZ18_029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研究生全英文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以分析化学专业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杜江燕 重点 省助

JGZZ18_030
以问题导向驱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研究—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建设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张志丹 重点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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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ZZ18_031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规格的调整与课程体系的

建设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骆正林 重点 省助

JGZZ18_032
江苏省高校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立德树人功能

实效性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韩力争 重点 省助

JGZZ18_033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理念下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财经大学 黄建国 重点 省助

JGZZ18_034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模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与应用研究——以江苏省研究生教育为例
南京财经大学 姚文韵 重点 省助

JGZZ18_035
将自主学习融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战略布局中
南京医科大学 龙明智 重点 省助

JGZZ18_036
“5+3”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阶段科研思维培养及

创新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

丁  强
夏添松

重点 省助

JGZZ18_037 立德树人使命下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的重建 南京中医药大学 殷忠勇 重点 省助

JGZZ18_038
基于过程管理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徐桂华

王  庆
重点 省助

JGZZ18_039 审计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控制体系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
陈  骏
王士红

重点 省助

JGZZ18_040
新时代全日制专业学位体育硕士职业能力培养的

路径研究
南京体育学院 李  江 重点 省助

JGZZ18_041
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构建与人才培养

创新路径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夏燕靖 重点 省助

JGZZ18_042
研究生项目引领开放课程的实践探索——静态美

术作品的数字化拓展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盛  瑨 重点 省助

JGZZ18_043
“新工科”视阈下的机械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校企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南京工程学院

李  钢
冯  勇

重点 省助

JGZZ18_044
基于CPC-CDIO模式的《公安传播学》探究式教学

改革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刘  彬 重点 省助

JGZZ18_045
依托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新

模式——以材料工程专业为例
江南大学 罗  静 重点 省助

JGZZ18_046
研究生国际学术话语建构能力培养模式和途径研

究与实践
江南大学

孙志祥

朱义华
重点 省助

JGZZ18_047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和非一流学科协同

发展研究与实践——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

董  锋
张吉雄

重点 省助

JGZZ18_048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背景下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模式与协同机制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王  锋 重点 省助



—15—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主持人
课题

类别

资助

方式

JGZZ18_049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落实现状、影响效应与

改善路径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倪国栋

王文顺
重点 省助

JGZZ18_050 研究生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王本贤 重点 省助

JGZZ18_051
互联网+背景下全日制教育硕士“阶段-融合式”培养

模式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杨  成 重点 省助

JGZZ18_052
麻醉护理方向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徐州医科大学

胡惠惠

周  芳
重点 省助

JGZZ18_053
基于规范化写作的医学院校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

教学改革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

郭  昊
罗  杰

重点 省助

JGZZ18_054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思政元素融入研究生学术素

养培育的路径研究
江苏大学 陈  欣 重点 省助

JGZZ18_055
研究生课程《高等无机化学》案例教学（CBL）模

式的建立与实践
江苏大学

梁  旭
朱卫华

重点 省助

JGZZ18_056
基于“三全育人”机制的研究生幸福心理“双闭环”保
障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江苏大学 万由令 重点 省助

JGZZ18_057
培养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综合创新能

力的教辅平台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陈淑玲

杨松林
重点 省助

JGZZ18_058
“一带一路”战略下材料类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

式的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兰  睿 重点 省助

JGZZ18_059 基于企业工作站的研究生培养绩效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田阿利 重点 省助

JGZZ18_060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奖助体系对研究生教

育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扬州大学为例
扬州大学

赵晓兰

胡行翠
重点 省助

JGZZ18_061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

系研究与实践
扬州大学 李 斌 重点 省助

JGZZ18_062
艺术硕士（音乐）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及抽检评议机

制研究
扬州大学

胡  亮
张美林

重点 省助

JGZZ18_063
基于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

基地建设研究
南通大学

朱  俐
胡祖辉

重点 省助

JGZZ18_064
研究生工作站三位一体建设与创新绩效关系及影

响因素研究
南通大学

朱广华

钱颖赟
重点 省助

JGZZ18_065
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团

队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
南通大学

桑爱民

李洁佳
重点 省助

JGZZ18_066 高校研究生基层就业的导引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 马德峰 重点 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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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ZZ18_067

发挥研究生工作站在师范教育中的作用，推进地方

政府、高等学校、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
以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为

样本

苏州大学 许冠亭 重点 省助

JGZZ18_068
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文素质培育模式的探

究
苏州大学

李惠玲

田  利
重点 省助

JGZZ18_069 艺术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研究与实践 苏州科技大学 刘  强 重点 省助

JGZZ18_070
基于服务地方产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盐城工学院 奚新国 重点 省助

JGZZ18_071
小学教育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童化缺失”的改进

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任建波 重点 省助

JGZZ18_072 涉海研究生实践基地跨区域共享的机制研究 淮海工学院 舒小平 重点 省助

JGZZ18_073
在线课程对“特需项目”院校工程硕士课程教学的

影响研究
淮阴工学院

余柏林

程  虹
重点 省助

JGZZ18_074
基于资源依赖视角下江苏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

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常州大学 李锦春 重点 省助

JGZZ18_075
创新驱动战略下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

研究
常州大学 潘剑波 重点 省助

JGZZ18_076
基于“探索-发现-创造”能力培养的研究生课程多元

化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
常州大学

赵  远
李忠玉

重点 省助

JGZZ18_077
基于产教融合的“新工科”背景下专业硕士研究生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贝绍轶 重点 省助

JGLX18_001
世界主要国家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对策研究及对我国高校在

全球化趋势下完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的启示
南京大学

陈晓清

邹冬云
一般 校助

JGLX18_002 实验心理学教学体系建设 南京大学
耿柳娜

周仁来
一般 校助

JGLX18_003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360度评价体系模式的构建与

实证研究
东南大学 封海霞 一般 校助

JGLX18_004 交通运输规划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东南大学 过秀成 一般 校助

JGLX18_005
面向人工智能2.0和工业4.0的智能算法应用技术课

程体系与教学方法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友仁

陈则王
一般 校助

JGLX18_006
国际化视野下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教学研

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以中

陆  红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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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07
加强数学建模课程建设，促进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
南京理工大学 许春根 一般 校助

JGLX18_008
围绕“项目”展开的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

的研究与实践
南京理工大学 范元勋 一般 校助

JGLX18_009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升的探

索与研究——以水利类研究生教育为例
河海大学 张继生 一般 校助

JGLX18_010
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培养质

量评估研究
河海大学 袁  飞 一般 校助

JGLX18_011 人工智能时代的测绘工程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河海大学
岳建平

杨英宝
一般 校助

JGLX18_012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

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刘国瑜 一般 校助

JGLX18_013 研究生ESP工程英语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孔繁霞 一般 校助

JGLX18_014
《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建设与改革研

究
中国药科大学 王儒年 一般 校助

JGLX18_015 药学研究生实践育人合力机制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陈  媛
杜文清

一般 校助

JGLX18_016 在研究生专业课中采用研究式翻转课堂的探讨 南京邮电大学
方玉明

夏晓娟
一般 校助

JGLX18_017
研究生《智能控制》课程的案例教学研究与实践—
以机器人为载体

南京邮电大学 万佑红 一般 校助

JGLX18_018 双一流大学科技创新策略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秦  军 一般 校助

JGLX18_019
林业院校机械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保障体系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危卫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020
新工科视域下“全链路设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探索
南京林业大学 苗艳凤 一般 校助

JGLX18_021 专业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及系统构建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陆  勇 一般 校助

JGLX18_02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绵超

侯健敏
一般 校助

JGLX18_023
研究生思政教育中大数据应用的风险评估与对策

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蒋  洁
陈  芳

一般 校助

JGLX18_024
基于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南京工业大学

薛荣生

段  珺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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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25 基于质量标准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钱存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026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全英文“光电子技术”研究生课

程建设国际化的思考与探索
南京师范大学 朱竹青 一般 校助

JGLX18_027 体育学研究生跨学科培养路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陈家起 一般 校助

JGLX18_028
《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驱动经管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路径与实践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陈耀辉 一般 校助

JGLX18_029
基于导师团队制的财经类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及路径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杨  林 一般 校助

JGLX18_030
基于“微课+微信”的毒理学课程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与探索
南京医科大学 吴  炜 一般 校助

JGLX18_031
“过程化管理结合形成性评价”在非针灸专业硕士

研究生针灸科规培方案中的应用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阮志忠 一般 校助

JGLX18_032 研究生学术价值观及学术诚信培养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房  莲
姚峥嵘

一般 校助

JGLX18_03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研究

——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 庞艳红 一般 校助

JGLX18_034
创新型社会发展需求视角下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

的长效机制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 曹源芳 一般 校助

JGLX18_035
健康中国战略下体育学研究生课程改革的实践研

究——以E石锁课程开发为例
南京体育学院

于翠兰

祝玮东
一般 校助

JGLX18_036
基于书法专业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的建构
南京艺术学院 李  彤 一般 校助

JGLX18_037 音乐学学术型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陈  洁 一般 校助

JGLX18_038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艺术学院
刘业峰

嵇凤云
一般 校助

JGLX18_039
新工科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数学课程的改

革与实践——以《矩阵论》为例
南京工程学院 毛立新 一般 校助

JGLX18_040 新工科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体系构建 南京工程学院
张  军
夏细明

一般 校助

JGLX18_041 人工智能时代的《警察法学》课程体系变革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缪文升 一般 校助

JGLX18_042
协同创新视角下警务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警官学院 刘蔚文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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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43
依托“双一流”学科建设，培养高水平专业硕士研究

生
江南大学 刘  龙 一般 校助

JGLX18_044
国际研究生专业有效学习及其研究能力提升策略

研究
江南大学

于书娟

田良臣
一般 校助

JGLX18_045
单病种多学科联合教学模式(PBL-MDT)提高医学

研究生综合诊疗能力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

季  永
任炳旭

一般 校助

JGLX18_046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碎片化教学资源建设与应

用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阎国华

刘开淼
一般 校助

JGLX18_047 企协同联合基地培养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陈  昊 一般 校助

JGLX18_04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研究生

公共政治课教学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郑萌萌 一般 校助

JGLX18_049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生通识课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
王艳芳

黄德志
一般 校助

JGLX18_050
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助推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及

实证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赵新生 一般 校助

JGLX18_051
硕士研究生大鼠脑未染色冰冻切片教学图谱网站

制作
徐州医科大学

王德广

刘志安
一般 校助

JGLX18_052 基于内生发展需求的学科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
李  冲
高殿帅

一般 校助

JGLX18_053
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

体系构建
徐州医科大学 李  丽 一般 校助

JGLX18_054 研究生学术英文写作智能评价系统构建 江苏大学 钟家宝 一般 校助

JGLX18_055
新时代高效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影响因素和保

障机制研究
江苏大学 周  荣 一般 校助

JGLX18_056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的创新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田雨波

陈熙维
一般 校助

JGLX18_057
江苏高校研究生专利创造能力培养与提升路径研

究
江苏科技大学 吴  洁 一般 校助

JGLX18_058
后现代视域下的研究生数学教育课程教学变革研究

——“生长式自本课程”教学理论和实践探索
扬州大学 陈算荣 一般 校助

JGLX18_059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生物）

的实践教学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扬州大学

潘志明

徐小颖
一般 校助

JGLX18_060 大数据时代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南通大学
邓宏宝

许  晶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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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61
基于心理素质分析的创新型研究生选拔和培养机

制研究
南通大学 宋  建 一般 校助

JGLX18_062
研究生培养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实践—基于

苏州大学学科数据的分析
苏州大学

沈明荣

丁妮妮
一般 校助

JGLX18_063
医学类研究生学位基础课程深度学习支持体系的

研究
苏州大学 王国卿 一般 校助

JGLX18_064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建设定位与发展研

究
苏州科技大学

吴健荣

金  星
一般 校助

JGLX18_065
结合大数据运用的建筑类研究生城市设计素质提

升路径研究
苏州科技大学 刘皆谊 一般 校助

JGLX18_066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模式下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盐城工学院

何坚强

朱胜亮
一般 校助

JGLX18_067
需求导向、绿色引领下土木工程研究生校企协同培

养模式研究
盐城工学院

吴发红

李富荣
一般 校助

JGLX18_068
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体系构建研

究
淮阴师范学院

许芳红

张  丽
一般 校助

JGLX18_069 教育硕士协同培养共同体建设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刘国艳 一般 校助

JGLX18_070
基于产业教授制度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淮海工学院

刘玮炜

冯媛媛
一般 校助

JGLX18_071 地方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淮海工学院
陈劲松

文西芹
一般 校助

JGLX18_072
应用型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途径探索与实践

——以化工过程强化与装备方向为例
淮阴工学院 许兆美 一般 校助

JGLX18_073
新工科视阈下化工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常州大学 陈智栋 一般 校助

JGLX18_074
新工科背景下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多

元化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
常州大学

王树立

李俊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075
基于研究生工作站长效管理的专业学位硕士实践

教育内涵发展路径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叶招莲 一般 校助

JGLX18_076
面向“新工科”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实践教

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江苏理工学院 薛亚平 一般 校助

JGLX18_077
应用客观结构化在线考核平台建立口腔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能力教育和质量保障体系
南京大学 谢思静 一般 校助

JGLX18_078
基于空间分析的城市研究与设计——建筑学专业

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应用教学
南京大学 童滋雨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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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79
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东南大学

夏保华

张学义
一般 校助

JGLX18_080 工科研究生《数值分析》教学改革与实践 东南大学 曹婉容 一般 校助

JGLX18_081
面向大数据时代的卓越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研究
东南大学 杨俊宴 一般 校助

JGLX18_082
构建高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大学学科

布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臧寿鸿

金  科
一般 校助

JGLX18_08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的研究生思

政教育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栗燕 一般 校助

JGLX18_084
《现代设计方法》课程研究型可拓创新教学模式研

究与实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体春 一般 校助

JGLX18_085
以产学研项目平台为基础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研

究
南京理工大学 陈网桦 一般 校助

JGLX18_086
“智态”设计语境下的设计学硕士教学新模式及评

价控制体系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徐  伟
张  轶

一般 校助

JGLX18_087
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研究生双创人才培养支撑服务

体系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庞鹤峰

朱长林
一般 校助

JGLX18_088
“法律+”视域下行业特色高校法学研究生培养的创

新与实践
河海大学 陈广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089
基于BIM的典型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教学模型研

究
河海大学 刘永强 一般 校助

JGLX18_090
从人文社科经典著作选读课程改革谈文科硕士教

学质量的内涵式提升
河海大学 雒新艳 一般 校助

JGLX18_091
基于学术研究周期的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现状、

影响因素与对策
南京农业大学 徐梦洁 一般 校助

JGLX18_092
大数据技术辅助创新型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生实

践实验技能培养
南京农业大学 陆  巍 一般 校助

JGLX18_093 基于科研创新团队的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黄绍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094 研究生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的建设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刘剑锋 一般 校助

JGLX18_095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药学研究生生命教育途径探索 中国药科大学 高艳玲 一般 校助

JGLX18_096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以江苏省三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例
南京邮电大学 徐  欣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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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097
基于“概念型教学法”的研究生英语国际发表能力

提升途径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贾光茂 一般 校助

JGLX18_098
大信息背景下需求驱动的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验实践教学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赵学健 一般 校助

JGLX18_099
期望理论视角下专业学位校外导师管理研究——
以风景园林硕士为例

南京林业大学 祝  晓 一般 校助

JGLX18_100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与对策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郭迎庆 一般 校助

JGLX18_101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与

实践——以工业设计工程专业为例
南京林业大学 熊先青 一般 校助

JGLX18_102 研究生教育供给侧改革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长波 一般 校助

JGLX18_103 基于院所合作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沈润平 一般 校助

JGLX18_104 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六维一体”模式建构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  军
杨  蕾

一般 校助

JGLX18_105
省域高水平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一流学科群建

设与研究生培养的动力机制及实证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周  治 一般 校助

JGLX18_106
基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生外语教学改革研

究
南京工业大学

胡元江

陈世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107
新工科背景下产学研多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

的探究
南京工业大学 尤朝阳 一般 校助

JGLX18_108
需求与质量并重的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研

究
南京师范大学 白俊红 一般 校助

JGLX18_109
基于高层次人才复合观的法律硕士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姜  涛 一般 校助

JGLX18_110
互动互融理念下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实践能力提

升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牛  拥 一般 校助

JGLX18_111 面向国家需求的博士人才培养过程优化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高  婧 一般 校助

JGLX18_112 财经视域下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分析与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顾亚涛 一般 校助

JGLX18_113
“互联网+”时代研究生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改革与

资源建设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段继红 一般 校助

JGLX18_114
模拟医学教学和标准化考核在专业型研究生临床

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及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 秦  超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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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115
儿科“医教研并举”培养模式下，

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及对策
南京医科大学 李素梅 一般 校助

JGLX18_116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5+3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训体

系设计
南京医科大学

王  洵
王  莉

一般 校助

JGLX18_117
高等中医院校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教学

师资准入标准的构建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雪芳

徐桂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118 “学术沙龙”模式在中医脑病研究生中的应用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敬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11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心理弹性支撑系统

构建——以“中国政府审计奖学金”项目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

吴春梅

葛  晟
一般 校助

JGLX18_120
研究生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研究——以江苏省

内经济学科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

欧阳华生

李陈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121
基于产学合作的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职业能力培

养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

王  莹
刘国城

一般 校助

JGLX18_122 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在研究生审美教育中实践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陶小军 一般 校助

JGLX18_123 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跨学科培养模式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 虞  英 一般 校助

JGLX18_124
动画IP孵化在研究生美学研究课程中的渗入与创

作实践
南京艺术学院 韩  栩 一般 校助

JGLX18_125
基于 OBE 的应用型地方院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

选修课程《电网络分析》 教学模式改革

南京工程学院 李  军 一般 校助

JGLX18_126
新工科视野下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培养课

程体系建立与优化方法研究
南京工程学院 贾丙辉 一般 校助

JGLX18_127
案例教学法在法律硕士（警务方向）专业课程《警

察绩效考核研究》教学中的应用
江苏警官学院 邢盘洲 一般 校助

JGLX18_128 PBL在警务硕士教学及能力培养中创新作用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王  锦 一般 校助

JGLX18_129 服务于科研的研究生教学培养模式改革 江南大学 戴晓峰 一般 校助

JGLX18_130
文化遗产创新体验设计在艺术硕士研究生教学改

革中的实践研究
江南大学

王安霞

李振宇
一般 校助

JGLX18_131
光学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江南大学 刘  诚 一般 校助

JGLX18_132
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模块教学改革实验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亓  光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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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133
基于OBE的工科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策略及

保障体系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张营营 一般 校助

JGLX18_134 中文语境下矿业安全类海外留学生培养 中国矿业大学 程健维 一般 校助

JGLX18_135
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术型研究生人才培养

体系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熊红芝

潘  震
一般 校助

JGLX18_136
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基础对职业目标确立的影响

机制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王高峰

高田钦
一般 校助

JGLX18_137
新形势下基于“管体工用”土地资源管理硕士培养

模式探讨
江苏师范大学

陈龙高

杨小艳
一般 校助

JGLX18_138
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体系构

建研究
江苏大学 陈明军 一般 校助

JGLX18_139
“一带一路”倡议下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与路

径选择研究
江苏大学

陈银飞

陈海波
一般 校助

JGLX18_140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研究生思政课“四题化”教学模

式建构与实践
江苏大学 付清松 一般 校助

JGLX18_141
基于在线网络课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模

式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王筱蓉

姜根柱
一般 校助

JGLX18_142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束  鑫
高  尚

一般 校助

JGLX18_143
江苏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与教育

实践提升路径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陈芳艳 一般 校助

JGLX18_144
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证研

究
扬州大学

韦冬余

徐林祥
一般 校助

JGLX18_145 国际化视野下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扬州大学
刘  华
张爱武

一般 校助

JGLX18_146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扬州大学
王承堂

顾龙涛
一般 校助

JGLX18_147
传统文化在非文史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传承途

径研究
南通大学

丁富生

郭丰涛
一般 校助

JGLX18_148
依托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纺织工程研究生

培养模式研究
南通大学 姚理荣 一般 校助

JGLX18_149
产学研合作视域下化学工程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探究
南通大学 戴  红 一般 校助

JGLX18_150 影响学位授予质量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苏州大学
和天旭

付亦宁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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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X18_151 新时代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苏州大学 田芝健 一般 校助

JGLX18_152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建筑类硕士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研究
苏州科技大学 范凌云 一般 校助

JGLX18_153
基于“产教融合”与“新工科”背景的研究生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苏州科技大学 张  尚 一般 校助

JGLX18_154
产学研协同联合培养水产学研究生创新体系的构

建与研究
盐城工学院 齐志涛 一般 校助

JGLX18_155 化学化工类应用型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究 盐城工学院
王  伟
钱  铭

一般 校助

JGLX18_156
基于具身认知的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研

究
淮阴师范学院 王会亭 一般 校助

JGLX18_157 英语学科能力与核心素养培养途径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万书霞 一般 校助

JGLX18_158
专业学位研究生幕课视角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
以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

淮阴工学院 刘泽俊 一般 校助

JGLX18_159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研究生科教融合培养模

式研究
淮阴工学院 高  焱 一般 校助

JGLX18_160
新工科理念下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硕士研究生

培养模式探索
淮海工学院

杨慧珍

王经卓
一般 校助

JGLX18_161
基于产教融合的地方工科院校工程硕士培养模式

研究
淮海工学院

焦明连

卢  霞
一般 校助

JGLX18_16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构建
常州大学

王顺先

韩国防
一般 校助

JGLX18_163 理工科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实践研究 常州大学
刘  麟
温丽馨

一般 校助

JGLX18_164
基于深度学习的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与提

升对策研究
常州大学 王文华 一般 校助

JGLX18_165
校企协同培养服务特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

的构建
江苏理工学院 高  永 一般 校助

JGLX18_166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与

实践
江苏理工学院 张曼莹 一般 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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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

结题报告书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  ] 重大课题（含重大委托）

[  ] 重点课题

[  ] 一般课题

课题主持人：                          

所在学校：                          

填报日期：                          

江 苏 省 学 位 委 员 会
制表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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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人

联系电话 E-mail

计划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

结题种类 1.正常□  2.提前□  3.延期□  4.申请撤销或中止□

一、研究情况（包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过程，创新与特色、效果及评价等，

限 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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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综述（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成

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限 1000 字以内）

                                    课题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相 关 成 果 列 表

序 号 成 果 形 式 成  果  名  称 发表或应用单位及时间

注：重大课题（含重大委托）和重点课题请附相关成果的复印件或成果网络查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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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使用情况

省资助经费 万元 学校配套经费 万元

自筹经费 万元 合计使用经费 万元

四、学院（部）意见

                                        学院（部）签章：

    
                                                         年    月    日

五、学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重大课题（含重大委托）不用填写 “四、学院（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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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
结题汇总表

高校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人 课题类别 资助方式 立项时间 高校结题结论或意见
是否推荐优秀

（是/否）
备注

注：重点和一般课题高校结题结论或意见：包括合格、不合格、同意延期、取消立项等；重大课题（含重大委托）包括同意结题、不同意结题等。

高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