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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ZD001 淮阴工学院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背景下的江苏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
韩锦标
贺  兰

郑洋、黄明亮、徐静、仇新明、刘毅 重大攻关课题

2 16ZD00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江苏“高职强省”建设研究 薛茂云 王兵、赵惠莉、王国庆、阚国坤、刘登辉 重大攻关课题

3 16ZD003 南京理工大学 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高端装备制造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袁军堂 乔莉、梁华、汪惠芬、滕燕、汪振华 重大攻关课题

4 16ZD005 盐城工学院 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叶美兰 汪福俊、陆勇、宋青、陆苏华、洪林 重大攻关课题

5 16ZD006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常州高职园区整合举办应用技术大学的条件与契机 鲁武霞

庄三舵、檀祝平、陈向平、张秋玲、眭碧
霞

重点调研课题

6 16ZD007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实施《大学章程》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陈寿根
姚延芹

尚阳阳、万里亚 重点调研课题

7 16ZD009 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高校经费绩效评估与优化资源配置的调查研究 聂卫东 霍勤、戴芳华、符斌、高原、吴茜 重点调研课题

8 16ZD010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江苏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周竹萍 戚湧、卢静、周长春、李千目、刘博闻 重点调研课题

9 16ZD01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行业高校特色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发展路径和推进战略研究
李  健
陶  羽

程建军、申双和、邱新法、吴立保、苏向
荣

重点调研课题

10 16ZD013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

学院
江苏民办高校办学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调查研究 周南平

王嘉怡、戴兆骏、徐水晶、张晓荣、蒲德
彦

重点调研课题

11 16ZD014 盐城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高校课程教学调查研究
倪自银
曹玉娟

刘振海、丁德惠、宋倩倩、许伟、孔剑峰 重点调研课题

12 16ZD015 泰州学院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背景下的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状况调查研究 刘华 仲宁、蔡俊、张英花 重点调研课题

13 16YB027 淮海工学院 地方高校创业创新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韩照祥 朱惠娟、马卫兴、陈国华、李健、孙霞 一般课题

14 16YB034 淮阴工学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工科院校艺术设计教育品牌化策略研究 关荣 王亮、吕艳、王健、刘平、任乃飞 一般课题

15 16YB037 淮阴师范学院 讲故事·写梗概·评小说：高师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 王爱军 黄慧慧、李惠、闫海田 一般课题

16 16YB05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微时代背景下多媒体立体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王若梅 孙全军、顾芸、王革、雍瑾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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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6YB092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趣向性的高职院校学生个性化发展实践研究 史明亮 王克武、张四军、李荣侠、周琴 一般课题

18 16YB093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

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医药化工类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钱清华 汤立新、张萍、万洪善、章贞阳、桂玉梅 一般课题

19 16YB106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新形势下职业院校产学研实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吴晓云 李季平、钱闻明、卢忠东、邱章强、蒋娇 一般课题

20 16YB107 南京理工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体系研究
薄煜明
张  涛

周琳、蔡芸、顾来红、邓莉、易文斌 一般课题

21 16YB108 南京理工大学 大学预算绩效评价与中期财政规划研究 邓敏 袁晓、张善飞、徐光华、钟马 一般课题

22 16YB109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江苏高校“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管理策略研

究
陈荣明 张涛、顾银霞、周弼晗、徐颉、游菲 一般课题

23 16YB111 南京理工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有效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基于学习科学的

视角
黄爱华
张海峰

张海霞、胡访、丁晟春、王存扣、梅锦春 一般课题

24 16YB112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高校研究生教育培养国际化的策略研究 李春宏 崔海涛、王云鹏、代程、高朝鲜 一般课题

25 16YB113 南京理工大学 微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周双喜 张磊、杨钰婷、曹元、张一戎、袁丽丽 一般课题

26 16YB114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路贵斌 尤祖明、管宏宇、庄志洪、梅锦春、贺薇 一般课题

27 16YB115 南京理工大学 以哈佛大学通识课程革新理念构建我省高校美育教育新模式研究
朱苏华
杜  珊

陈捷、赵晓欢 一般课题

28 16YB125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
大班环境中基于项目学习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刘海军 丁祖保、王羽、季晓燕、谢盈盈、梁娟 一般课题

29 16YB143 南京医科大学 优化课程设置与医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效度研究 黄睿彦 崔军、汪霞、何淑通、高兴亚、顾露雯 一般课题

30 16YB144 南京邮电大学 MOOC与翻转课堂融合的深度学习场域建构 王娟 赵波、徐侠、刘伟 一般课题

31 16YB145 南京邮电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信息文科建设研究 周南平 丁静、庄国波、魏莉、顾亦然、杨瑞玲 一般课题

32 16YB146 南京邮电大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探索与实践——以江苏“

211”高校为例
杜运伟 王昆、刘康平、孙蓓蓓、孔媛媛、邓艳 一般课题

33 16YB184 宿迁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网络学习力的测评与发展研究 魏笑梅 周洋、王纯磊、丁爱群、王红玲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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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6YB185 宿迁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师胜任力的诊断与提升研究 周洋 魏笑梅、刘文、朱沛雨、张华武、李京杰 一般课题

35 16YB186 宿迁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园林专业教学模式研究——以宿迁学院“园林工程”

课程为例
刘宇 蒋亚华、董蓉、韩浩章、张颖、刘旻 一般课题

36 16YB189 徐州工程学院
逆序创新：基于实践教学基础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翻转课堂教学探索

与实践
安克杰 梁化奎、徐晓刚、王慧英、辛勤、李伟 一般课题

37 16YB208 扬州市职业大学 基于SPOC的高职控制类课程教学研究及学习行为分析 丁晨阳 张晨、方小坤、李金奎、邓志辉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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