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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09－2010 年全国工程硕士教育研究课题 

结题情况的通知 

 

教指委[2011]4 号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各研究组

组长，各工程领域协作组组长，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 

经专家组审核，2009－2010 年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

研究课题已完成结题工作，共结题 98 项，其中，重大课题 5

项，重点课题 35 项，自选课题 58 项。具体情况见附件。 

 

附件：2009-2010 年全国工程硕士教育研究课题结题情况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Ο一一年六月四日 

 

 

 

 

抄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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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2010 年全国工程硕士教育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序

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1 浙江大学 陈子辰 我国产业创新发展与工程科技人才培养 2009-ZD-001 重大 

2 清华大学 刘惠琴 工程领域设置的整合与优化 2009-ZD-002 重大 

3 北京理工大学 李镇 国内外工程师职业资格认证调研与实证研究 2009-ZD-003 重大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永红 工程硕士职业资格管理体系分析研究 2009-ZD-004 重大 

5 重庆大学 方祯云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研究 2009-ZD-005 重大 

6 武汉大学  巫世晶 综合性大学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与实践研究 2009-ZDn-001 重点 

7 南京理工大学 汪信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研究 2009-ZDn-002 重点 

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建东 电子信息类双证工程硕士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2009-ZDn-003 重点 

9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沈岩 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方案特色分析研究 2009-ZDn-004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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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淑林 中国产业创新发展与工程硕士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2009-ZDn-005 重点 

11 华东理工大学 宋恭华 工程硕士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及其对策研究 2009-ZDn-006 重点 

12 西北工业大学 李玉龙 以培养“三航”特色人才为例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硕士培养模式 2009-ZDn-007 重点 

13 华东理工大学 田禾 制药工程领域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Dn-011 重点 

14 外语公共课教学组 何福胜 全日制工程硕士生英语实用技能培养的研究 2009-ZDn-014 重点 

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陈勉  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与职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2009-ZDn-015 重点 

16 浙江大学 陈子辰 工程硕士培养模式国际比较研究 2009-ZD-KCJS-01 重点 

17 华南理工大学 朱敏 基于学位标准制定与实施的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2009-ZD-XWBZ-01 重点 

18 华南理工大学 孙延明 我国工程硕士学位标准与国外相应标准的对比研究 2009-ZD-XWBZ-02 重点 

19 华中科技大学 冯征 基于实践能力培养需要对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标准附录构成要素及内容的探讨 2009-ZD-XWBZ-03 重点 

20 华东理工大学 马桂敏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实施研究 2009-ZD-XWBZ-04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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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21 东北大学 刘春明 关于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标准和评价要素研究 2009-ZD-XWBZ-05 重点 

22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丁雪梅 改进和完善全国工程硕士质量评估体系 2009-ZD-ZLPG-01 重点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宽全 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硕士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2009-ZD-ZLPG-02 重点 

24 华东理工大学 宋恭华 跨学科工程硕士培养质量评估及对策研究 2009-ZD-ZLPG-03 重点 

25 西安交通大学 陈花玲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估与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2009-ZD-ZLPG-04 重点 

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淑林 基于 TQM 理论的工程硕士质量监控体系探讨 2009-ZD-ZLPG-05 重点 

27 重庆大学 潘良明 动力工程领域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 2009-ZD-ZLPG-06 重点 

28 西北工业大学 潘泉 领域协作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研究 2009-ZD-ZLPG-07 重点 

29 上海交通大学 刘明柱 国外工程类专业学位质量评估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2009-ZD-ZLPG-08 重点 

30 太原科技大学 黄庆学 工程硕士与设备监理职业资格认证结合机制探讨 2009-ZD-ZGRZ-01 重点 

31 北京交通大学 刘志刚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2009-ZD-ZGRZ-02 重点 

 



 4 

序

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32 北京工业大学 李娟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中各类管理主体的角色定位研究 2009-ZD-ZGRZ-03 重点 

33 西北工业大学 李玉龙 工程硕士培养与职业资格认证结合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2009-ZD-ZGRZ-04 重点 

34 清华大学 王守清 职业资格认证有关概念和法律政策研究 2009-ZD-ZGRZ-05 重点 

35 重庆大学 郑小林 工程硕士学位教育与区域职业资格认证相联系的探索与实践 2009-ZD-ZGRZ-06 重点 

36 广东工业大学 丁毅强 高校工程硕士教育与工程师资格管理的关系研究 2009-ZD-ZGRZ-07 重点 

37 河海大学 徐卫亚 专业学位教育与工程师职业资格认证中外比较研究 2009-ZD-ZGRZ-08 重点 

38 南京大学 盛昭翰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工程领域职业资质认证管理体系设计 2009-ZD-ZGRZ-09 重点 

39 清华大学 高彦芳 工程师职业资格管理体系研究中试点工程硕士领域的选择基点研究 2009-ZD-ZGRZ-10 重点 

40 北京理工大学 李杰 工程教育与工程师职业资格认证对接典型案例分析 2009-ZD-ZGRZ-11 重点 

41 北京大学 贾爱英 对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任职资格制度结合的探讨 2009-ZX-001 自选 

42 清华大学 刘惠琴 专业实践环节在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中的开展对策研究 2009-ZX-002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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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43 北京工业大学 陆媛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的工程硕士分类型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03 自选 

44 北京邮电大学 张笑燕 全日制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流程与质量控制的改革与实践 2009-ZX-004 自选 

45 天津工业大学 程铁信 《IT 与项目管理软件应用》的全案例教学模式研究与设计 2009-ZX-006 自选 

46 河北大学 郭宝增 电子电气信息类全日制工程硕士模式研究 2009-ZX-007 自选 

47 河北工程大学 李占雷 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2009-ZX-008 自选 

48 华北电力大学 乌云娜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管体系构建  2009-ZX-009 自选 

49 太原科技大学 刘翠荣 设备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管理体系国内外调研 2009-ZX-012 自选 

50 中北大学 胡双启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2009-ZX-013 自选 

51 内蒙古工业大学 周文学 推进校企联动、构建呼包鄂金三角地区工程硕士多样化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14 自选 

52 沈阳工业大学 
李三喜 

刘艳秋 
依托机电学科优势，探索省属院校工程硕士培养的途径及实践 2009-ZX-015 自选 

53 东北大学 孙新波 执行学位标准与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关系 2009-ZX-016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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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5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殷志祥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2009-ZX-017 自选 

55 燕山大学 漆汉宏 校企联合培养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探索研究 2009-ZX-018 自选 

56 同济大学 黄宏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的研究 2009-ZX-020 自选 

57 上海交通大学 吴小芬 国外工程类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及改革思路的研究 2009-ZX-021 自选 

58 上海理工大学 孙跃东 产学研结合促进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的体制与机制研究 2009-ZX-023 自选 

59 东华大学 刘建树 研究生工学教育与工程教育的区别及工程教育的发展方向 2009-ZX-024 自选 

60 上海师范大学 郭亚军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2009-ZX-025 自选 

61 南京大学 骆斌 软件工程专业硕士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的研究 2009-ZX-026 自选 

62 江苏科技大学 唐文献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平台下的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27 自选 

63 南京邮电大学 陆音 全日制工程硕士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2009-ZX-028 自选 

64 江南大学   张凌浩 工业设计工程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与创新研究 2009-ZX-029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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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题目 课题编号 

课题

类别 

65 南京林业大学 吴智慧 基于校企合作的工业设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09-ZX-030 自选 

66 南京农业大学  全思懋 提升农业院校环境工程硕士工程技术培养质量研究 2009-ZX-031 自选 

67 浙江工业大学  楼荷英 工程硕士英语教学中网络与面授相结合的形成性评估的建立与实践 2009-ZX-032 自选 

68 厦门大学 覃红霞 质量监督与保障：工程硕士教育中学术性与专业性的冲突及其解决 2009-ZX-038 自选 

69 福州大学 唐振鹏  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审模型构建 2009-ZX-039 自选 

70 南昌大学 彭迪云 工程硕士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2009-ZX-040 自选 

71 景德镇陶瓷学院 张亚林 陶瓷特色的工业设计工程领域核心课程“陶瓷造型形态设计”研究 2009-ZX-041 自选 

72 山东大学 高宝玉 环境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硕士就业潜势研究 2009-ZX-042 自选 

73 中国海洋大学 纪建悦 基于“基地—项目—人才”的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43 自选 

74 山东轻工业学院 陈照强 面向过程的工程硕士学术规范监控与惩戒体系研究 2009-ZX-044 自选 

75 山东理工大学 葛敬民 工程硕士对中文网络资源需求的研究 2009-ZX-045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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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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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类别 

76 郑州大学  赵军 工程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009-ZX-046 自选 

77 河南理工大学 张传祥 矿业工程类全日制工程硕士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009-ZX-047 自选 

78 武汉大学 海峰 我国物流工程硕士的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 2009-ZX-048 自选 

79 湘潭大学 易灵芝 基于区域经济的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52 自选 

80 暨南大学 姚国祥 面向粤港澳的 IT 工程硕士培养模式与管理创新研究 2009-ZX-056 自选 

81 华南农业大学  刘零 农业工程领域招生及培养存在关键问题的分析研究 2009-ZX-057 自选 

82 四川大学 丁桑岚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培养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2009-ZX-059 自选 

83 重庆大学 杨长福 工程伦理在工程硕士《科学技术哲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2009-ZX-060 自选 

84 西南石油大学 汤富荣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运作机制研究 2009-ZX-061 自选 

85 重庆邮电大学 颜晓莉 我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难题研究 2009-ZX-062 自选 

86 云南大学 蒋慕蓉 欠发达地区计算机技术专业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63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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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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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87 昆明理工大学  段万春 基于多支撑平台协同运作的高质量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64 自选 

88 西安交通大学 何茂刚 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研究 2009-ZX-065 自选 

8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磊 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质量跟踪与监督的研究与实践 2009-ZX-069 自选 

90 西安工程大学 冯涛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型比较研究及其实践         2009-ZX-070 自选 

91 长安大学 吕彭民 工程硕士教育需求的区域差异研究 2009-ZX-071 自选 

92 三峡大学 董方敏 电气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校企合作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2009-ZX-073 自选 

93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侯军岐 提高我校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的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74 自选 

9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张来斌 面向我国油气产业重大发展战略的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体系探与实践 2009-ZX-075 自选 

95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洪汛 中外（几所院校）环境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2009-ZX-076 自选 

96 国防科技大学 张玘 工程硕士培养质量保障的核心要素及影响因素研究 2009-ZX-077 自选 

97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贺东辉 航天试验部队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2009-ZX-078 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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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军械工程学院 李希亮 军队院校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点及对策研究  2009-ZX-079 自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