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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沪交办〔2022〕74号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 2022 年度决策咨询课题
立项情况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直属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决策咨询课题

申报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围绕党建思政、综合改革、实验技术

三个专项组织了课题申报。

本次共收到有效课题申请书 261项，经资格审查、专家分类

双盲通讯评审、重点课题答辩评审、学校公示，决定立项《高校

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成效研究》等 26项党建思政课题、

《落实“让每个学生更优秀”育人理念的路径和举措研究》等 43

项综合改革课题、《微流控-单细胞蛋白免疫印迹联合检测技术



— 2 —

开发及应用》等 33项实验技术课题。   

本次立项的党建思政和综合改革重点课题资助经费为 3 万

元/项，实验技术重点课题资助经费为 4万元/项；党建思政和综

合改革一般课题资助经费为 1 万元/项，实验技术一般课题资助

经费为 2万元/项；党建思政和综合改革青年课题资助经费为 0.5

万元/项。

党建思政专项、综合改革专项课题在 2023年 2月 10日前提

交研究中期进展报告，在 2023 年 6 月前完成课题研究；实验技

术专项课题在2023年6月前提交课题研究中期进展报告，在2024

年 6月前完成课题研究。党建思政专项与综合改革专项结项须提

交结项简表、研究报告，实验技术专项结项须提交结项研究报告。

有关事项改革与发展研究室将另行通知。

请课题负责人按照申报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学校将组织专家

对研究成果进行结项评审。上海交通大学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

用成果的权利，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特此通知。

附件：2022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决策咨询立项课题名单

上海交通大学

2022年 12月 9日

（联系人：陈中润 向小丹，联系电话：021-3420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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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决策咨询立项课题名单
（党建思政专项）

课题编号
课题

层次
名称 负责人

JCZXDSA2022-01 重点
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成效

研究
邓  瑛

JCZXDSB2022-01 一般
新时代高校党员教育培训提质增效路径

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蔡毓彬

JCZXDSB2022-02 一般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院系党委主体责任

落实机制研究
朱彦彦

JCZXDSB2022-03 一般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院系党委主体责任

落实机制研究
李  伟

JCZXDSB2022-04 一般
以校内巡视促进二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发

挥机制研究
陈申元

JCZXDSB2022-05 一般
高质量推动新时期“双一流”高校专业技

术人员挂职实践探索
侯广峰

JCZXDSB2022-06 一般
高校二级单位纪检监察工作日常监督的

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管逊宝

JCZXDSB2022-07 一般
纪律监察巡视审计财务联防联控联动监

督机制研究
刘  通

JCZXDSB2022-08 一般
优化高校研究平台党建工作机制的路径

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王  铮

JCZXDSB2022-09 一般
构建高校机关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以基层党建为抓手的实践研究
李  杨

JCZXDSB2022-10 一般
媒介生态学视角下高校融媒体中心建设

模式及路径研究
江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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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ZXDSB2022-11 一般
生涯建构理论视角下我校本科毕业生高

质量学术就业的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  琦

JCZXDSB2022-12 一般 高校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的路径研究 牟鲁霞

JCZXDSB2022-13 一般
新时代高校劳动育人成效评价与提升路

径研究
张怡凡

JCZXDSB2022-14 一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高校

“大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安烁羽

JCZXDSB2022-15 一般 大类招生背景下学生社区管理机制研究 任子文

JCZXDSB2022-16 一般
离退休干部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发挥育人

优势的实践路径研究
冯  丽

JCZXDSB2022-17 一般
进一步完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工作格局研究
尚红娟

JCZXDSC2022-01 青年
新时代研究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梁  晶

JCZXDSC2022-02 青年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高校

“大思政课”的路径研究——以学生创

新中心为例

王佳莹

JCZXDSC2022-03 青年
“三全育人”视域下全面提升高校实践育

人实效性的探索与思考
梁晴雪

JCZXDSC2022-04 青年
新形势下高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的路径研究
卢丹阳

JCZXDSC2022-05 青年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思政育人实践路径探析 杨燕飞

JCZXDSC2022-06 青年
新时代高校无党派人士作用发挥的探索

与实践
李莹莹

JCZXDSC2022-07 青年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为党育人”的实践模

式优化研究
陈  帅

JCZXDSC2022-08 青年
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面临的挑战与

对策研究
鞠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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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决策咨询立项课题名单
（综合改革专项）

课题编号
课题

层次
名称 负责人

JCZXZGA2022-01 重点
落实“让每个学生更优秀”育人理念的

路径和举措研究
王力娟

JCZXZGA2022-02 重点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校博士生培养

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郑  震

JCZXZGB2022-01 一般
“评估-培训-认证”三位一体的教学发

展体系构建与实践
邢  磊

JCZXZGB2022-02 一般
研究型大学的多元化教师分类评价改革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刘  婷

JCZXZGB2022-03 一般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博士后队伍建设

创新路径研究
王梦梦

JCZXZGB2022-04 一般
我校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瓶颈问题及

改进路径研究
吴鑫磊

JCZXZGB2022-05 一般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全球胜任力提升路径

研究
姚  雪

JCZXZGB2022-06 一般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人

员国际化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韩红蕊

JCZXZGB2022-07 一般
新时代拔尖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及评价

研究
周  莲

JCZXZGB2022-08 一般
新医科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机制研究
单  炯

JCZXZGB2022-09 一般
“新文科”视野下推进我校学科交叉融

合研究
杨  昭

JCZXZGB2022-10 一般 高校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模式研究 吴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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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ZXZGB2022-11 一般
高校基础研究发展的多元投入支持机制

研究
章俊梅

JCZXZGB2022-12 一般
高校财务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模式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张  远

JCZXZGB2022-13 一般 校友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邢  博

JCZXZGB2022-14 一般 高校完善基础研究发展的支持机制研究 吴雨泽

JCZXZGB2022-15 一般 校友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张  蓉

JCZXZGB2022-16 一般 我校文科科研合同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严苗苗

JCZXZGB2022-17 一般
青年校友发展跟踪和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研究
姚建建

JCZXZGB2022-18 一般 高校劳动合同制人员管理体制研究 李  琳

JCZXZGB2022-19 一般 节约型校园建设的政府采购协同机制研究 支  琴

JCZXZGC2022-01 青年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人文社科类博士

后队伍建设创新路径研究
沈崴奕

JCZXZGC2022-02 青年
高校在地国际化人才培养现状分析与建

设策略研究
彭晶晶

JCZXZGC2022-03 青年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机制构建
武  岳

JCZXZGC2022-04 青年
疫情影响下我校留学生培养现状、问

题与对策研究
黄亚鑫

JCZXZGC2022-05 青年
美国顶尖大学通识课程改革及其运行机

制研究
彭术连

JCZXZGC2022-06 青年
大电类学科群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学院机

关建设
叶  琛

JCZXZGC2022-07 青年
新兴交叉学科培育与设置路径优化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郑雨涵

JCZXZGC2022-08 青年
高校实验技术人员的使命效价对其工作

投入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韩晓佳

JCZXZGC2022-09 青年
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的路

径研究
胡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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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ZXZGC2022-10 青年
我校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的创新路径

研究
王  青

JCZXZGC2022-11 青年
高水平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究及优

化建议
梁  爽

JCZXZGC2022-12 青年
“新文科”视野下提升我校基础文科

竞争力路径探究
刘  俐

JCZXZGC2022-13 青年
信息化新媒体时代高校学术期刊

办刊人员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和发展对策
袁  捷

JCZXZGC2022-14 青年

探析创新思维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作

用——基于上海人才计划获得者的调查

研究

姚  禹

JCZXZGC2022-15 青年
疫情背景下面向线上学习群体的

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满  艺

JCZXZGC2022-16 青年
以影响最小化为目的的高校工程建设管

理标准化研究
安  康

JCZXZGC2022-17 青年 高校节约型校园建设质量提升路径 吴冠仪

JCZXZGC2022-18 青年
“院为实体”背景下以综合预算改革为

核心的财权配置成效分析与优化研究
陈  璐

JCZXZGC2022-19 青年
高校实验项目风险评估体系构建与运行

机制研究
沈冰洁

JCZXZGC2022-20 青年
实验室设备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探索与实

践研究
周  俊

JCZXZGC2022-21 青年
高校理工科基础课程第一课实践现状与

认知差异
谢艳梅

JCZXZGC2022-22 青年
上海交通大学新教师教学投入情况及影

响因素研究
王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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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决策咨询立项课题名单
（实验技术专项）

课题编号
课题

层次
名称 负责人

JCZXSJA2022-01 重点
微流控-单细胞蛋白免疫印迹联合检测

技术开发及应用
姜  慧

JCZXSJA2022-02 重点
常温下磁控溅射设备改善薄膜台阶覆

盖的新工艺开发
付学成

JCZXSJA2022-03 重点 大型仪器培训考核体系的重构探索 朱  娜

JCZXSJA2022-04 重点
基于验证 AEMD平台设备工艺能力及稳

定性的 1μm CMOS标准工艺的研究
徐丽萍

JCZXSJA2022-05 重点

基于 OBE和 Bloom's Taxonomy的

《GE6003实验室安全教育》实验安全

教学改革

陆紫生

JCZXSJB2022-01 一般
冷室压铸机真空压铸系统的设计与

改进
周丽萍

JCZXSJB2022-02 一般 电机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多维体系构建 齐文娟

JCZXSJB2022-03 一般
热裂解-GCMS结合在线衍生法用于痕量

PET微塑料的检测方法建立与研究
高  羽

JCZXSJB2022-04 一般
全反射红外光谱法低沸点液体样品池

的设计及应用
郑永丽

JCZXSJB2022-05 一般
基于核酸适配体技术的镉离子快速检

测方法研究
王丹凤

JCZXSJB2022-06 一般
一种原子力显微镜用气氛可控样品腔

的开发
单齐冀

JCZXSJB2022-07 一般
低本底材料中放射性元素的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方法
朱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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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ZXSJB2022-08 一般
基于深度学习的实验数据智能判决算

法及服务系统设计
申赞伟

JCZXSJB2022-09 一般
基于公共平台的金属透射样品制备工

艺与应用研究
马晓丽

JCZXSJB2022-10 一般

拓展大型振动台专业设备用于地震防

灾科普教育的虚实结合特色实验教学

探索

岳  峰

JCZXSJB2022-11 一般
无人化 SLA增材制造 ATPM系统设计与

开发
潘浩星

JCZXSJB2022-12 一般
基于扫描电镜图像的植物叶面颗粒物

量化方法研究
孙宁骁

JCZXSJB2022-13 一般
流式细胞技术快速检测细菌凋亡方法

的建立和应用
蒋海霞

JCZXSJB2022-14 一般 双向融合的大型仪器教学培训体系建设 许  瑾

JCZXSJB2022-15 一般
一种高分辨率的全基因组范围 APA位

点定位分析方法的研究
康亚妮

JCZXSJB2022-16 一般
基于不同填料浓度聚乳酸材料的透射

电镜三维重构技术探索优化
卢  翀

JCZXSJB2022-17 一般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的表面辅助激光解

吸离子化靶板的开发
汪  航

JCZXSJB2022-18 一般 透射电镜磁性样品测试技术路线开发 郭新秋

JCZXSJB2022-19 一般
条件性基因敲除动物模型系统性评价

方法的建立与完善
梁冬丽

JCZXSJB2022-20 一般
基于毫米波集成天线测量系统的液体

材料介电常数测量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史丽云

JCZXSJB2022-21 一般
适用于剥离工艺的 TiN薄膜制备标准

工艺开发
黄胜利

JCZXSJB2022-22 一般
基于在线教学的学情数据分析和预警

研究
邵晶晶

JCZXSJB2022-23 一般 提升 X射线实验教学效果的方法研究 王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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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ZXSJB2022-24 一般
海洋平台系泊系统动态破断试验方法

研究
欧阳丹雪

JCZXSJB2022-25 一般
高效排水燃料电池膜电极用碳纸（GDL）

制备工艺探究
殷洁炜

JCZXSJB2022-26 一般
带有声波激励装置的旋流火焰燃烧实

验教学仪器开发
许亚敏

JCZXSJB2022-27 一般
“教育增值”视域下的机械类本科实验

实践教学模式的变革与重构
刘振峰

JCZXSJB2022-28 一般

高维流式分析技术在肿瘤靶向药物筛

选中免疫微环境整体检测方案的建立

与应用

李  薇

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2月 9日印发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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