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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YB005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对分课堂的高职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于  瑞 孙海波、倪晋尚、史维琴、代洪、宋敬滨

2 16YB008 常州工学院 多维跨界协作的高校电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研究
陈  功

常  睿
侯东东、蒋莉、戴竹君、许清泉、杨辉

3 16YB009 常州工学院 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研究 陶岩平 李莉、付志荣、王文、 姚冬梅

4 16YB01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公共基础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行

动研究
赵玉娟 陈爱民、赵建成、向莹、庄小红、聂燕燕

5 16YB01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汤洪俊 王玲、谢仁凤、宋田田

6 16YB014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王利改 施新平、汪标、徐岚清

7 16YB015 东南大学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智慧云服务”创新模式研究 邵理家 王子煜、徐路、王婷婷、李晓鹏、朱志伟

8 16YB01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客教育研究
王娟芬

高祥生
甄兰平、杨会东、王桉、刘涛、陈尚峰

9 16YB017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基于职业岗位细分需求的独立学院设计类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

与建设——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

甄兰平

王  桉
王守攻、王娟芬、刘晓青、李响、陈宁静

10 16YB021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体系下民办高职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与

对策研究
戴国梅 姚月霞、王克林、许彦、陈杰

11 16YB022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公民社会视阈下的创业法律教育创新研究 孙  蕾 徐宏俊、周小云、杨智勇、陈芬、刘峰

12 16YB028 淮海工学院 项目引导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金龙 赵琳琳、王志杨、张之光、王婷婷、洪露

13 16YB039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中高职课程与教学衔接的研究与实

践
孙  健 刘峻、张豪、张鸣、杨青、张国祥

14 16YB041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

路径研究与实践
滕  罕 管永权、石琳、焦微家、陈太广、刘大伟

15 16YB042 江苏大学 基于“嵌入”理论的大学生“网络成瘾”转化研究 张  萍 翟安琪、陆菁、贡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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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YB04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精益化创业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石  慧 史蓓、彭曼、徐明、钱晋、张广贤

17 16YB046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视阈下艺术专业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的研究 汪智强 魏佳、张晓冬、赵喜恒、任健、彭曼

18 16YB048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类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及运行状况的调查研究 祁辉宇 查辅江、王云华、陈晓琴、周涛、高超

19 16YB04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大学英语在线课程研究与实践 朱经伟 李恩亮、刘玉红、李薇、张娟、孙炯宁

20 16YB05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冯仰生 祖伟、赵爱芹、王伟、白飞

21 16YB058 江苏开放大学
基于现代学徒制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路径研究——以国家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城市南通高职教育为例
高洪波 刘海涛、沈苏海、周建锋、张成国

22 16YB059 江苏科技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级英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 秦永丽 曾景婷、韩菁菁、杨丽、吕子青、尹周红

23 16YB063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苏大学生消费行为状况调查研究 杜晓明 陈英、代逸生、张国昌、许炜

24 16YB064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基于MOOC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教改创新研究 黄  霞 刘广峰、孙娜、王红梅、叶春明

25 16YB068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提高五年制高职新生学习适应性的实践研究 杨建良 张志刚、许小荣、俞海方、丛俊华、刘庆根

26 16YB069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中文言文教学对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价值研究——以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为例

王  琴

刘云憬
陶瑛、李红、周吉元、李勤伟、缪文姬

27 16YB07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 李  永 段琼辉、朱国奉、胡新岗、黄玉书、陈熔

28 16YB077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开放办学路径研究 郑洪成 王贺玲、沈悦、王婧妍、任李、陈国兵

29 16YB079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OBE模式的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徐  波 孙晓文、杨路、薛超颖

30 16YB08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体育社团创新发展研究 丁正军 张征、王志玲、刘晓、包敦峰

31 16YB08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实践育人常态化协同机制研究 夏玉果 孙萍、刘恩华、陆渊章、顾浩俊、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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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6YB088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两岸产学研协同服务平台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王迎晖

唐建林
黄志辉、李世涛、朱爱梅、文平安、秦明伟

33 16YB097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工艺信息流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项目式实践教学改

革
查光成 孔凡新、赵伟、李振红、吴梦陵、王章忠

34 16YB098 南京工程学院
面向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应用型本科“学历学位+岗位技能+职

业资格”的融合培养人才模式研究
吴梦陵 孔凡新、查光成、柯旭贵、李玉平、王鑫

35 16YB099 南京工程学院 产学研协同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量化重构 杭祖圣 巴志新、黄玉安、王经逸、寇波、王倡春

36 16YB103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日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林银花 钟丹、刘小玉、张海燕、胡谦、田琳

37 16YB105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信息技术与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 程柏擎 陈正东、李艳、陈娟、葛莉、陆启军

38 16YB127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研究 李媛冰 王茜茜、隋郁

39 16YB128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现状与其职业发展能力关系研究----以

轨道交通类专业为例
陈明忠 王元奎、戴丽君、朱明月

40 16YB13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通识教育的学生学习行为分析和教学

模式研究
王  琴 吴立保、王骥、徐月红、耿学华、赵伟林

41 16YB13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众创新视野下大学教育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创新需求 邱章强 周竹萍、吴晓云、王达

42 16YB138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学生创业核心能力培养影响因素研究 杨  波 章艳、王军、戴飞

43 16YB160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时代高职高专多模态英语教学有效性探讨研究 万文君 沈敏、王燕

44 16YB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环艺专业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汤云叶 江水明、马浩、韩美英、吴佳芬

45 16YB164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VR及3D打印技术在高职双师工作室中的教学应用研究 孙雅琼 王小平、韩美英、金明、江水明、吴佳芬

46 16YB165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针对民办高职学生特点的移动学习应用模式研究——以《国际

贸易实务》课程为例
沈建东 金明、刘盈丰、吴研、乔荣茂

47 16YB166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会计“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晓敏 徐永辉、刘盈丰、吴研、李东娇、陈莉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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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6YB167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

院
基于中华文化输出的大学英语教学探索 金晓宏 陈素花、郑亚君、贾萍、邓文韬、王向阳

49 16YB172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地方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调查研究——以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刘  静 杨正校、普星、刘坤、沈啸、汪小霞

50 16YB173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会计专业“3+2”分段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慧娟 唐凯、刘淑萍、刘春才、徐鲭

51 16YB174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现代学徒制”的优化与实践 杨大蓉 盛立强、施蓉、华晓龙、尹蕾、程艳红

52 16YB18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质量的路径研究 王鑫芳 曹晓艳、杨琴、姜敏凤、徐金凤、糜杨凡

53 16YB182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育人为本视域下高职贫困生发展性资助的路径探究
林佳燕

刘文庆
赵癸萍、徐海楠、路晓丽、张静、孙台维

54 16YB183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倪卫涛 朱倩、吴兆明、于云波、瞿孙平、邹笑言

55 16YB193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促进自闭症障碍儿童发展的探索与研究 邵雪原 祝慧、邵晗、朱晓洁、王丽芳

56 16YB204 扬州市职业大学 大学生秩序感现状及提升方法研究 高志明 李艾国、古良琴、戴光中

57 16YB205 扬州市职业大学 “软硬兼施”:室内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升级与实施 仇国梁 杨晨、毛益民、陈皎月、倪伟、沈朋

58 16YB207 扬州市职业大学 新媒体时代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研究 唐开鹏 夏晓青、崔金辉、张浩、王兆辰、吴昊

59 16YB210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吴建强 徐铭、丁钢、任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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