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4 页

序号
课题
编号

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前5名）

1 16YB003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背景下的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途径研究 张震宇 周妍、王磊、张凯霞、包蕾、杨华

2 16YB006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当代学生数字阅读与学业关系之实证研究
杨  怡
张振琴

周海平、邓玉营、秦海芳、赵辉爽、周
勇

3 16YB007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学习行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周  奕 薛继红、袁殷红

4 16YB010 常州工学院 专业与产业对接中人才弹性力培养研究 邹一琴
鲍静益、付志荣、吴志祥、张兵、郑仲

桥

5 16YB023 河海大学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优势学科群构建策略研究 谈小龙
高雪梅、苗天宝、吴爱华、高敏、何丽

娜

6 16YB024 河海大学 “双一流”战略下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研究 曹红芳 高敏、徐臻、刘蝶

7 16YB025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双创型与专业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的研究 杨  帅 薛岚、孙炳孝、张小红、吴伟、成建生

8 16YB026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分析与能力结构研究 徐建丽 裴立云、陈立富、李朝林、冯成龙

9 16YB030 淮阴工学院
工程专业认证（评估）背景下土建类专业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

制与绩效评价
顾文虎
孙文彬

董云、蒋洋、陈亚东、张卫东、唐善婷

10 16YB036 淮阴师范学院 语境教学视野下的职前语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培养 孔凡成 吉咸乐、潘宝翠、朱灏江

11 16YB038 淮阴师范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广告传播的社会责任研究 王  琰 戴海波

12 16YB043 江苏大学 着眼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课程教研模式探索 闫林琼
陆蓉、吴媛媛、季丽珺、徐慧霞、吴爱

慧

13 16YB044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五大发展理念视阈下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薛宝志 马斌、王飞、刘兵、魏银霞、顾培中

14 16YB054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省高校产学研五螺旋非线性网络耦合机制研究 刘  彬 周寅、徐侠、陆晓平、张玉平

15 16YB055 江苏警官学院 具身操作对高外在认知负荷下学习策略应用的调节 殷  明 刘电芝、张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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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YB056 江苏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机制下开放大学师资建设研究 嵇晓雷 王志飞、陈霞、李冰彬、袁娇娇、缪云

17 16YB057 江苏开放大学 社会交互对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田  阳 冯锐、谢英香、陈宏源、韩庆年、沈悦

18 16YB061 江苏科技大学 中俄船舶类行业特色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比较研究 吴  磊 黄东晶、邱春安、尹洁

19 16YB065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工作室制”环境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邰  杰 曹晋、陆韡、汤洪泉、周蓓、吴越

20 16YB066 江苏理工学院 “嵌入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戴仁俊 白凤娥、郭丹、张杰、史航

21 16YB067 江苏理工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王晓跃

雷卫宁、王志华、刘晓杰、毛沁红、李
锋

22 16YB076 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时代师范大学教学供给侧改革模式研究 程  岭 李孔文、王娟、陈富、高小强、孙丽华

23 16YB078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教练型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郭世静 倪毅、徐波、张春凯

24 16YB083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微课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以“服装材料与应

用”实验课为例
叶  恒 倪红、周悦、邵士勇

25 16YB084 金陵科技学院 MOOC平台课程交互数据可视化的价值与教学应用研究
顾云锋
翟  萍

吴钟鸣、陆慧、管兆昶、廖望春、丁艳
秋

26 16YB086 金陵科技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以金陵科技

学院为例
韦  佳
陆  慧

张利永、张素红、刘平、肖垚、陆国晓

27 16YB087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民办高职参与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实证研究 陈长伟 许哲毓、代杰、罗瑜、单明

28 16YB089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提高高职学生数学素养的教学策略研究 吴春生 郭家勇、陈新宁、赵丹

29 16YB094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演进与制度实践研究 陈  夏

30 16YB095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基于OCALE平台的跨境电商人才双创能力培养研究 刘  红 丁亮、高博、周聪、郭诣遂、江景

31 16YB096 南京大学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内涵与推进策略——以南京

大学为例
潘  静

32 16YB116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新体能考核指导标准下江苏省民办独立院校大学生体质状况的调

查研究
朱  杰 苏玉凤、陈进、张潮、任翔、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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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6YB12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常直杨 尹立杰、张宁、朱凌玲

34 16YB12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旅游管理类大学生农村创业实践教学路径研究 宋  立 方法林、张骏、王媛、叔文博、张晓玲

35 16YB123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章国美 吴坚生、彭轶群

36 16YB124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残疾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同伴互助学习”模式的研究——基于

残健融合的视角
范莉莉 吴填、康丽、彭琳

37 16YB126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共享理念下残疾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配置研究 刘春颖 裴建雄

38 16YB129 南京晓庄学院
“三个合一”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电子信息技

术实训基地建设为例
卫开夏 颜森林、张林、张磊、唐修连、汪静

39 16YB130 南京晓庄学院
高校广电编导专业创新实践研究——基于“师生共同体”的个性

化培养模式
丁  柳 瞿文燕、胡珍珍、吴翔

40 16YB13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气象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协同创新的视角 许蔚萍 王骥、王继东

41 16YB13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发展性资助视阙下独立学院贫困生资助体系研究 葛昕明 陈涛、邱章强、朱亚宾、王娟

42 16YB13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独立学院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及改革研究
齐运锋
景海燕

曹旻、张亚东、李艳艳

43 16YB13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研究 沈伟峰
申双和、郑晓坤、万卫华、邱章强、滕

雅文

44 16YB140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SPOC的课程混合学习的设计与实践--以《特效与剪辑》为例 陈  茹 嵇亮、徐俊

45 16YB148 南京中医药大学 移动教育与课堂教育深度融合提升护理本科生核心胜任力的研究 殷海燕
徐桂华、董玉静、孙景贤、陈晓征、王

秋琴

46 16YB150 南通大学 绘画色彩形式语言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张圆君 孙晔、许岩桂、张杏

47 16YB151 南通大学 江苏高校异地办学模式的调查研究 印亚军 贡钰榕、邓洁、马卫东

48 16YB153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教育和创客空间对提高学生工程技术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张  晖
夏长凤、严帅、董航飞、季肖枫、张崇

晖

49 16YB157 南通理工学院 信息化教学融入大学生英语竞赛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飞燕 徐衡、沈丹、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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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6YB159 南通理工学院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立“学生发展指导研究中心”探索 侯红梅 唐永泽、陈荣华、施玲、陈国良

51 16YB161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动态交互网站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支撑作用的应用研究 纪宏伟 李萍、徐凤平、陈晨、纪祥、金鑫

52 16YB168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职微课设计与应用研究 居敏花 李洪群、闫丽华、孙岚、王勤、荣雪琴

53 16YB169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企业学院的校企协同育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成秀萍 唐祥金、赵宏宾

54 16YB176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专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王宏兵
薛雯霞

杨从亚、陆雨锋、蒋欣荣、冯贞贞、周
薇

55 16YB17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制造2025”目标下，制造大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研究 张福杰 汪剑、汤妮南、王玥

56 16YB187 徐州工程学院 应用技术型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实证研究 张典兵
刘秀娟、谢永朋、祝海玉、王作亮、庄

妍

57 16YB188 徐州工程学院 公共理性视域下校友资源与高校学术资源的共生机制研究 戴理达
齐义山、李延莉、吴丽君、张阿曼、戴

昕

58 16YB190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移动学习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于  洋
张连英、臧秀平、梁化强、仇培涛、刘

涛

59 16YB194 盐城工学院
服务“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地方本科高校机械类高端工程技术

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周  海 郁倩、徐晓明、陈西府、郑雷、邢莉

60 16YB197 盐城师范学院 “智库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研究 刘文霞

61 16YB198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模拟MRI软件在影像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及使用效果研究 李  伟 许海兵、辛春、李仕红、李林森

62 16YB201 扬州大学 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邹明玮 吴永萍、陈磊、苏涛、钱忠华

63 16YB202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项目课程群教学改革探索与应用研究 张  军 李晨、肖忠平、石亚勇、束必清、张燕

64 16YB209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正向驱动路径研究
沈  霞
丁  钢

王振、刘亚君、吕玉海、孙雯雯、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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