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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习近平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重要论述探析 崔治忠 （５）
!!!!!!!!

钱学森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的实践及启示

———纪念钱学森发表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四十周年

谭跃进　郭　波 （１３）
!!!!!!!!!!!!!!!!!!!

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的研究生差异化培养理论研究与实践

邓孔书　李媛媛　王彼岸 （１７）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学者学术影响力研究

———基于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７年ＣＮＫＩ的实证分析

曹叔亮　陈霜洲 （２３）
!!!!!!!!!!!!!!!!!!

军事翻译研究与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

王祥兵　穆　雷 （３２）
!!!!!!!!!!!!!!!!!!

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现状与改进对策研究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辛　然　于　越　崔佳颖　等 （４１）
!!!!!!!!!!!!

【教师发展】

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分析

———基于１０所上海市属高校的调查 王神龙　魏　芬 （４６）
!!!

基于教学学术视野的高校新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探索

陈蕾蕾　陈蓓蓓　韦祖雄 （５２）
!!!!!!!!!!!!!!

【在线教育】

授课对象特征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研究

———以改训学员 “系统工程原理”课程为例

雷洪涛　张　涛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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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知识建构效果影响因素综述与提升策略研究

涂　艳　张耀杰　何晓娜 （６４）
!!!!!!!!!!!!!!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刍议

———以 “陆军野战光通信”课程为例

赵继勇　王向东　卢　麟 （７２）
!!!!!!!!!!!!!!

微信支持下的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构建

———以 “大学英语写作”课程为例

陈旭传　胡小棠　燕　莉 （７７）
!!!!!!!!!!!!!!

【教育管理】

基于聚合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方法研究

吴　俊　张　洋　吕　欣 （８３）
!!!!!!!!!!!!!!

异地办学条件下军队院校图书馆管理模式研究

姜　爽　胡德华　敬　卿　等 （９１）
!!!!!!!!!!!!

【教学论坛】

论坛式教学的主要特点与基本规律 刘增明 （９６）
!!!!!!!!!

物理学研究生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以 “高等电动力学”为例

邹德滨　刘　可　银　燕　等 （１０２）
!!!!!!!!!!!!

面向任职教育的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课程教学研究

李莎莎　刘　丹　唐晋韬 （１０８）
!!!!!!!!!!!!!!

【教育札记】

治学三要 朱亚宗 （１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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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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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ｔｉｅ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ｙＱｉａｎ

Ｘｕｅｓｅｎ ＴＡＮＹｕｅｊｉｎ，ＧＵＯＢｏ（１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ｂｗｅｂ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ＤＥＮＧＫｏｎｇｓｈｕ，ＬＩ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Ｂｉａｎ（１７）
!!!!!!!!!!!!!!!!!!!!!!!!

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ＮＫＩ（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ＣＡＯ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ｂｉｎｇ，ＭＵＬｅｉ（３２）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ＸＩＮＲａｎ，ＹＵＹｕｅ，ＣＵＩＪｉａ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４１）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ｕｒｖｅｙＣａ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ｌｏｎｇ，ＷＥＩＦｅｎ（４６）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ｉ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ＣＨＥＮＬｅｉｌ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ｉｂｅｉ，ＷＥＩＺｕｘｉｏｎｇ（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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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ｆｏ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ＩＨｏ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５６）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Ｕ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ｊｉｅ，ＨＥＸｉａｏｎａ（６４）
!!!!!!!!!!!!!!!!!!!!!!!!!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Ｆｉｂ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Ｊｉ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ＵＬｉｎ（７２）
!!!!!!!!!!!!!!!!!!!!!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Ｃｈａｔ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ＨＥＮＸ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Ｘｉａｏｔ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７７）
!!!!!!!!!!!!!!!!!!!!!!!!!!

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Ｗｏｒ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Ｗ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ＶＸｉｎ（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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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Ｄｅｈｕａ，ＪＩ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９１）
!!!!!!!!!!!!!!!!!!!!!!!!

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ＲｕｌｅｓｏｆＦｏｒｕｍＳｔｙｌ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Ｚｅｎｇｍｉｎｇ（９６）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ＺＯＵＤｅｂｉｎ，ＬＩＵＫｅ，ＹＩＮＹａｎ，ｅｔａｌ（１０２）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ｎＰｏｓ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Ｓｈａｓｈａ，ＬＩＵＤ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ｎｔａｏ（１０８）
!!!!!!!!!!!!!!!!!!!!!!!!!!!

Ｔｈｒｅ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ＺＨＵＹａｚｏｎｇ（１１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