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申报人 成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奖项

1 河海大学 沈扬/刘云 《河海大学土木类本科教学系列蓝皮书》 河海大学出版社 特等奖

2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沛立 学校体育教材内容项目等级及“1＋3”分级模型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复印报刊资

料体育
特等奖

3 南京医科大学 占伊扬/贾坚/杨茜岚
PBL联合CBL教学模式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应用研究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特等奖

4 南京邮电大学 李峻/谢辉 《学科发展视野中的大学学术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特等奖

5 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明强/张稚鲲/吴志平/张
继/倪昊翔/李璘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特等奖

6 常州工学院
江昌勇/常睿/孟浩东/沈洪
雷

基于受众取向的职业应用型课程教学中PBL与LBL的融

合
现代教育科学 一等奖

7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昆益
基于众创空间的大学生“阶梯式”创业能力提升模式研
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一等奖

8 淮阴工学院 贺兰/韩锦标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时期教师多元角色的冲突与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继续教育研究 一等奖

9 淮阴工学院 刘化喜/蒋红玲/朱中华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创新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等奖

10 淮阴师范学院 胡元林 国家奖助学金制度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 高教探索 一等奖

11 江南大学 张乐/张云霞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 一等奖

12 江苏大学 全守杰
一流教师教育大学的战略规划与集体行动——香港教育

大学的案例
高校教育管理 一等奖

13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姜锐 高职院校国际邮轮人才培养产数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一等奖

14 江苏警官学院 汤三红 公安交通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一等奖

15 江苏科技大学 王瑜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江苏高等院校的变化研究 江苏高教 一等奖

江苏省高教学会2018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获奖名单
（按奖项排序，相同奖项按学校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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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工程学院 王祎黎/聂邦军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与破局 中国成人教育 一等奖

17 南京理工大学 戚湧 聚力高校科教资源优势，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管理科学/科技进步与对策
工业技术经济等期刊

一等奖

18 南京农业大学 罗英姿/张佳乐
我国毕业博士职业选择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涉农学科为例

高等教育研究 一等奖

19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光 基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评价分析的培训机制构建 成人教育 一等奖

20 南京医科大学
严斌/刘璐玮/李谨/陆晓庆/
褚凤清

口腔医学实时训练及网络互评系统在口腔医学实践教学
中的应用

欧洲牙科教育杂志 一等奖

21 苏州大学 黄启兵 无庸立案与不给奖励——晚清政府的外人办学政策考察 高等教育研究 一等奖

22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陈春干 基于iSTEM的PBL市场营销课程设计 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等奖

2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翠华/仇恒佳/陈立人 农业高职院校专业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一等奖

24 无锡太湖学院 金成/阙明坤 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江苏高教 一等奖

25 扬州大学 林刚 转化与内化：大学生创业知识习得机制论析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一等奖

26 中国矿业大学
李海生/陈英华/沈利民/王
光辉/邓建军/窦东阳/周长
春/杨建国

融入国际认证的过程装备与控制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与实践

山东化工、西部素质教育、教育
教学论坛、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化工高等教育、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

一等奖

27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王永斌 “轻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系列论文
无线互联科技/思路视野/智库时
代

二等奖

28 常州工学院 朱建国 高校学生榜样激励教育机制研究 常州工学院学报 二等奖

29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刘加凤 高职教师辱虐管理对学生学习绩效的影响研究 高教探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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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鲁少勤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CADCE 2018)，论文

由ATLANTIS PRESS出版。

ISBN: 978-94-6252-548-1；ISSN:

2352-5398

二等奖

31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庄丽 教育APP视角下的高职创客实践教学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3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海英 美国高校国际化办学策略及其启示 二等奖

33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刘媛媛 教研融合培养化工制药类应用型创新人才
EI期刊“精细化工”/nature旗下

的SCI期刊“Scientific Reports”
二等奖

34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马玲玲 核心素养培养引领高职英语智慧教学新模式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二等奖

35 淮海工学院 张元 传统“慎独”思想与青少年网络道德人格成长 当代青年研究 二等奖

36 淮阴工学院 陈新红/王纪忠/陈伯清
卓越农林人才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实践教学模式
构建——以淮阴工学院“卓越农林计划”为例

高等农业教育 二等奖

37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刘双 基于教育生态学的技艺复合型人才培养刍议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二等奖

38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张豪/孙健/王静 中高职课程衔接研究 职大学报 二等奖

39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刘峻/刘双/郭长城 新时代高职学分制与弹性学制革新的全域性评述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40 江南大学 王志军
How Learners Participate in Ccnnectivist
Learning: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Traces
From a Cmoo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二等奖

41 江南大学 徐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42 江南大学 马志强 网络实践共同体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43 江南大学 权国龙 面向智慧教育的教育“信息化”观察 中国电化教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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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江南大学 屈廖健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产生环境、建立过程与
组织特征

中国高教研究 二等奖

45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卢海涛/沈霞 基于混合所有制的高职校企合作PPP办学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46 江苏大学 王宏宇/冯军/陈炜/吕翔 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突破卓越计划现实阻力的新途径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二等奖

47 江苏大学 李宏刚 论大学生“主体自觉”的内涵及其价值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二等奖

48 江苏大学 于忠海 普通人与教育——时代的教育哲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等奖

49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化奎/温巍/刘伟宏 职业院校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的瓶颈与构建策略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50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简耀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移动课程的设
计与应用

研究报告 二等奖

51 江苏警官学院 申小虎 信息化条件下公安视听技术实战化教学建设探究 公安教育 二等奖

52 江苏警官学院 杨世伟 教师经验的价值、局限极其超越 当代教育科学 二等奖

53 江苏开放大学 程狄 远程开放背景下的社区成人学习资源开发 中国成人教育 二等奖

54 江苏开放大学 许文静 整体性视阈下产业学院内部结构的治理逻辑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55 江苏开放大学 张晓芳 智能化背景下成人学习支持服务模型构建探讨 成人教育 二等奖

56 江苏开放大学 吴杰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在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教育评论 二等奖

57 江苏科技大学 石亮 程序设计语言课程在“慕课”模式下的教学改革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58 江苏理工学院 曹晋/邰杰/潘涵
创新创业背景下校企联动的环境设计专业工作室制运作
模式探析

美术教育研究 二等奖

59 江苏理工学院 凌诚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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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永红/王诗瑶 论高职专业课程改革改革的核心理念 职教论坛 二等奖

61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苏治国/胡新岗/李志方/陈
高/桂文龙

集团化办学共建共享畜牧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黑龙江畜牧兽医 二等奖

62 江苏师范大学 赵明伟/刘丽俊/王淑良
自动化专业运动控制方向工程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二等奖

63 江苏师范大学 郑广杰 大学俄语智慧混合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64 江苏师范大学 安涛 从“知识”到“思维”：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学科转向 电化教育研究 二等奖

65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刘嘉/赵庆年/张宁/闫杰
任务型课程项目模块化教学及形成性评价的设计——以
《中药调剂技术》为例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 二等奖

66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张冬冬 医学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思路探析 高教论坛 二等奖

67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小兰 基于“混合学习”理论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二等奖

68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陈正平/潘红宁 医教协同背景下基层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控制实践探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69 金陵科技学院 刘鹏/张燕/赵海峰/潘永东 高级大数据人才培养丛书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70 昆山杜克大学
刘经南/常晓林/李慧/邹梦
洁/孙蕾

中外合作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二等奖

71 南京财经大学 王娟 推动国际教育中国化进入更高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 二等奖

72 南京财经大学 郝园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堂教学理念更新 江苏高教 二等奖

73 南京财经大学 方超/罗英姿/黄斌
研究生教育扩展、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兼论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机制

中国高教研究 二等奖

74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丁明珍 仪器分析开放性实验设计 实验技术与管理 二等奖

75 南京工程学院 陈巍 建构主义理论的项目式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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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南京工程学院 张泳
分类发展视角下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基于
德尔菲法的调查研究

高教探索 二等奖

77 南京工程学院 龙永红 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主体性及其建构 现代教育管理 二等奖

7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葛少卫 高校学科建设风险评估与管理研究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二等奖

79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利平 高职教育在国家创新链中的位置及其维度 中国高校科技 二等奖

80 南京理工大学 邓德强 会计实践能否提高会计学生职业道德推理能力 会计研究 二等奖

81 南京理工大学 周双喜 科研实践共同体中共享心智模型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二等奖

82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王涛/吴庆州 “互联网+”背景下物理实验信息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物理实验 二等奖

83 南京林业大学 彭红军 行业特色型大学实践教学的多维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高教研究与评
估）

二等奖

84 南京林业大学 刘奕琳 内生发展视域下的地方院校“双一流”建设 中国高等教育 二等奖

85 南京农业大学 王银泉
服务国家战略的融合型外语人才创新能力与全球化素养
培养探究

当代外语研究 二等奖

86 南京农业大学 肖茂华
以“中国制造 2025”为就业导向的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调查研究
高等农业教育 二等奖

87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薛晓明 “生物安全”特色课程群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88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于雪琴
常开常盛 常盛常新——高校器乐二胡教学创新方法研
究

音乐创作 二等奖

89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范莉莉 高等融合教育的本土经验、困境与出路 教育发展研究 二等奖

90 南京体育学院 张道鑫 中国武术“道”之诠释 体育科学 二等奖

91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迟成勇 关于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的若干思考 思想政治课研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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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南京晓庄学院 蔡华健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中的青年教师发展：问题与策略 高教探索 二等奖

9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许蔚萍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人才培养的转型——现实困境与发
展路径

阅江学刊 二等奖

9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亚宾 德行与德性：思政工作贯穿创业教育全过程的两个维度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9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星
英国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探索——“教学卓越框
架”实施进展与争议

外国教育研究 二等奖

96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珊珊/胡国兵/徐坚 高职理实一体化专业课程混合学习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职教论坛 二等奖

97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轩 混合教学模式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98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海燕
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估的路径探析——基于“学生学习
成果”评估的视角

教育发展研究 二等奖

99 南京医科大学 张国顺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00 南京医科大学 陶磊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生存困境的反思 思想理论教育 二等奖

101 南京医科大学 张玥/王运来 抗战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实践的当代意蕴
高等理科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二等奖

102 南京艺术学院 尤达 江苏高校影视人才培养模式衍变 青年记者 二等奖

103 南京邮电大学 葛敏/缪建东 基于学科“边界”视角的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困境及对策 中国成人教育 二等奖

104 南京中医药大学 程芳芳 微视频在中药分析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安徽医药 二等奖

105 南京中医药大学 詹秀琴 文献引导式教学模式在医学分子生物学中的应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二等奖

106 南京中医药大学 韩旭 构建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床边教学模式探讨 中国医药导报 二等奖

107 南京中医药大学 刘宏亮 中国传统武术话语权危机与提升策略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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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南通大学 周辉
基于“产教一体化”的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实践创新型
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09 南通大学 吕峰 契约论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学业诚信教育探究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110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王鲁欣 就业视角下江苏省沿江联盟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探究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111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吴峰 增权理论视域下高校法治教育模式重构 教育评论 二等奖

112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王慧英 英语微课混合式智慧教育模式的设计 教学与管理 二等奖

113 南通理工学院 侯红梅 我国民办高校期权激励模式、价值效应和政策建议 江苏高教 二等奖

114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于国海 职前教师专业实践素养发展的研究
教学与管理/中小学教师培训/教
育观察

二等奖

115 南通职业大学 姜乐军 职业教育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成人教育、中国职业技教育 二等奖

116 苏州大学 金国
资源获取与政治参与：张伯苓的角色困顿与抉择（1919

——1946）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二等奖

117 苏州大学 肖卫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立大学国立化原因探究——基于组

织变革的视角
高等教育研究 二等奖

118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唐灯平
以新工科为理念搭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二等奖

119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卞海勇 网络道德焦虑的纾解之策 人民论坛 二等奖

120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王淼 《灵动与超越——大学生成长动力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121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陆扬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华文摘 二等奖

122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宣雄智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发达地区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123 苏州市职业大学 周德富/田凤秋 协同创新背景下的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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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苏州市职业大学 吴倩 基于“产品、流程、系统”的高职课程模式构建与实践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25 苏州市职业大学 周雷 基于任务驱动的高职互联网金融项目化教材建设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26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吕佳/陈淼绚
铺建校企合作“高速路” 勇当产教融合“领跑者” —

—以无锡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中国管理信息化 二等奖

127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戴华/王刚
高职“产教融合、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研
究

文教资料 二等奖

12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丁远/吕承文 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教学反思模型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2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俞林/周桂瑾 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困境、路径与现代治理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130 徐州工程学院 谢永朋 职业院校翻转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31 徐州工程学院 张宇 启发式教学法在声乐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北方音乐 二等奖

132 徐州工程学院 周卫东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转型发展研究 江苏高教 二等奖

133 徐州工程学院 唐华 教师专业发展的区域联动模式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践 二等奖

134 徐州工程学院
唐翔/金晨/吴伟力/孙金萍/
周子新

智力拥军，“徐州舰”官兵学历提升实施方案研究与探
讨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35 徐州工程学院 郭姗姗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
究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136 徐州工程学院 郭莉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137 盐城工学院 王莹 现代信息技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审视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二等奖

138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旭蓉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Model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himica Oggi- Chemistry Today 二等奖

139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杨翠娟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及培育路径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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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扬州大学 张奇勇
消极前情绪对积极情绪感染的调节：反向与降阈——以
教学情境为例

心理学报 二等奖

141 扬州大学 单宏健 学理性与实践性之辨：高等艺术教育的现代性论要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42 扬州大学 何桂宏 社会心理学研究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二等奖

143 扬州大学 程结晶/宋甲丽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游戏化的众包策略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二等奖

144 扬州大学 薛小平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的文化冲突与化解 学术研究 二等奖

145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从香/张军/束必清
校企协同育人视角下建筑施工类学生“软技能”培养体
系构建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46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雨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47 扬州职业大学 韦林洪/丁娟芳/薛梅 基于翻转课堂的药物分析教学改革初探 江苏教育研究 二等奖

148 扬州职业大学 姚荣
高职教育“三站式”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运行及评价机制
的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49 扬州职业大学 金奇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本领恐慌及其对策 教育评论 二等奖

150 中国矿业大学 陈红 文化思政引领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煤炭高等教育 二等奖

151 中国矿业大学 张磊/王辉/冯文龙 新时代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内涵与定位的思考 煤炭高等教育 二等奖

152 中国矿业大学
芈凌云/王文顺/俞学燕/丛
金秋

基于MBA学员视角的案例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53 中国矿业大学 史强 区块链技术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高教探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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