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度校级教改课题立项公示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员  立项级别

1 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学科产业化-装配式建筑教材编写研究 阎长虹
陈新民、马天海、刘静、燕晓莹、钱晓旭、马庆
平、孙娟、王艳芳、盖雪梅、魏林宏、杨伟伟

重点

2 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产业化背景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陈新民

阎长虹、盖雪梅、王艳芳、魏林宏、马天海、燕
晓莹、孙娟、马庆平、钱晓旭、刘静

重点

3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马少玲

李建新、张剑荣、彭璟、姜勇、丁明珍、李周敏
、袁丹华

重点

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以机器人为知识载体的自动化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与教学体系构建
周献中、 
史荣珍

夏庆锋、张燕、汪敏、丁尧、谢鹏飞、邹发光 重点

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及其在医学应用中的研究
孙海洋、 
沈苏南

孔钦、王婷婷 重点

6 外国语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以“新丝路”平台为例
崔林杰、 

仲倩
周顺贤、钟风云、杨希、周鹏程、徐晖、李刚、

洪伟、赵泽莘
重点

7 基础部
从学生体质健康视角对独立学院体育教学

改革的探索研究
朱永振、 
臧育扬

王乔亮、杨小燕、蒋苏、陈思远、李云霄 重点

8 艺术学院 “互联网+”时代的景观设计课程创新研究 袁悦鸣 严晓勤、杨艺红、张弦 重点

9 传媒学院 传媒广告类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金丹 陈娟、孙俊华、孙晓霖 重点

10 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大类《大学化学》课程改革与研

究
孙娟 魏林宏、马天海 一般

11 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现代岩土测试技术教学改革与研究 钱晓旭 阎长虹、陈新民、马庆平、王艳芳 一般

12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工程大类学科平台课程《有机化学》

的整合优化研究
崔凯 马洁洁、苏长会 一般

13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PBL与TBL组合式

教学实践研究
刘宁、   
王甫洋

陈洁、王翠兰、徐坚 一般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与专业相结合的Python程序设计公共课改革

与实践
张沈梅 孙建国、王玲、孙昊、戴俊梅、姚洵丰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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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Oline Judge平台的程序设计实验课程的

改革与实践

叶长青、 
孔钦

刘益新 一般

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学习支架”的ASP.NET课程探究式

教学实践研究
吴冬芹 任凯、郭黎黎 一般

1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交换与组网技术》教材编写 俞海 一般

18 外国语学院
以全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语口译考试为导向

提升实战能力的口译课教学改革
宋钧 沙立、王欣、白琪 一般

19 外国语学院 德语阅读反拨效应研究 李茜 徐凌飞、景艳燕 一般

20 外国语学院
将语言文化教学引入《阿拉伯语汉语笔译

》 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杨希 周顺贤、周玉森、崔林杰 一般

21 外国语学院
文化视角下独立学院二语学习者自我认同

的建构和 变迁
俞弘 朱琼、王欣、Danielle Kiene 一般

22 外国语学院 新媒体在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唯 何慈毅、陈林俊 一般

23 基础部
微信公众平台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与

研究
朱琼 李婵娟、万曙红 一般

24 基础部
独立学院大学英语分起点教学的研究与实

践
 唐洁 张俊焕、张春霞 一般

25 基础部
探究式教学在普通高校垒球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以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为例
李云霄

臧育扬、王乔亮、杨小燕、蒋苏、朱永振、陈思
远

一般

26 基础部 江苏省普通高校运动队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陈思远、 
臧育扬

王乔亮、杨小燕、蒋苏、朱永振、李云霄 一般

27 基础部
跨界与融合视阈下大学数学生态化混合教

学模式研究
王夕予 袁明霞 一般

28 基础部 工程数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张玉莲   章丽霞、林小围 一般

29 艺术学院 中国传统园林的数字化再现及应用研究 刘婷婷 康康、高洁 一般

30 艺术学院
基于创新型教学体系需求下的环境艺术工

程制图多维教学资源建设
汪瑞 高原、曾莹莹 一般

第 2 页，共 3 页



2017-2018学年度校级教改课题立项公示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员  立项级别

31 艺术学院
基于互联网服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实证与

研究
施云睿 康康、高洁、杜芸、班亮 一般

32 艺术学院 基于用户体验的包装设计教学探索 端木丹青 吕静、吴悠、邱彦辉 一般

33 传媒学院 新媒体广告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黄娟娟 施海泉、黄晓丽、丁雪伟 一般

34 商学院 “ERP沙盘”教学与竞赛差异化的研究与探索   孙昊 穆涛 一般

35 商学院
在线课程与翻转课堂在财务管理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吴凤菊 王娜、刘艳博 一般

36 商学院 金融市场学课堂教学内容及方法探索 吴燕 孙哲、何斌锋 一般

37 基础部
互联网+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与监管

机制研究
徐兴华 梁艳、高萍、钟风云、程晔 招标课题

38 基础部
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究式教

学模式研究
陈建华 黄平 招标课题

39 党政办 金陵学院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江昼 徐丹、廖昀喆、李升阳 招标课题

40 学工处
新时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改革的研

究——以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为例
林竹 周勇、李孔文、王文娟、曹丽丽、邓文君 招标课题

41 学工处
创新第二课堂建设——促进学生社团自主

提升课程全面发展的策略研究
陈丹 李孔文  李慧霞 招标课题

42 教务处
转型发展背景下独立学院专业建设研究与

实践
刘钦花

潘柏、朱烜、张守航、贾洁、王存、周海丽、吴
亦文、杨国玲、王忆宁

招标课题

43 图书馆 大学生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 赵文芳 任亚肃、沈奎林、马慧、薛春燕、李兰 招标课题

4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独立学院大学生发展规律的协同式学

风建设方案研究
刘益新 王晶、巩祎柠、李雅茹、唐巍 招标课题

45 商学院
“互联网+”新常态下独立学院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
梁艳 吴迪、万杰、曹丽丽 招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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