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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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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法治现代化研究》期刊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区域法治网

法学品牌专业网

中美合作刑事司法学硕士项目

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

现代司法研究中心

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

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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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中心接询

法学实验教学系统

科研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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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高级实验师，工程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法学院法学实验中心主任、南师大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兼职）、中国法治现
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教育经历

2000.09–2004.07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5.09–2008.07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5.09–2018.06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

司法制度、证据科学、法学教育

主要成果

1.《民事司法鉴定公信力及其提升路径》，《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5期，独著。

2.《培养应用型人才:法学实践教学的现状与创新》，《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二期，独著。

3.《新乡贤：时代特征与法治价值》，《原道》2018年第1期，排名第1，CSSCI。

4. Direction and Value of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Reform，Forensic Science Seminar，Volume 8
Number 3 Total Issue No. 16 [PDF]，15 December 2018，独著。

5.《第三方评估:适用于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机制及其限度》，《理论月刊》2017年第2期，独著，CSSCI。

6.《法学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年第5期，独著，二级权威。

7.《发挥新乡贤用 推进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中国司法》,2017年第12期，排名第2。

8.《刑事鉴定如何面对庭审实质化》，《检察技术与信息化》2017年第4期，独著。

9.The plight and outlet of judicial technical assistant personnel in the Chinese judge post system
reform，Forensic Science Seminar，2017 Number13，排名第1，海外期刊。

10.《员额制改革中司法技术辅助人员的困境与出路》，载李浩主编《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司法的现代
化》，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排名第1。

1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与高校实验室发展》，《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年第1期，排名第2，二级权威。

12.《鉴定意见审查：专家陪审的机理与功效》，《江苏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独著。

13.《物证技术实验室产学研模式的探索》，《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年第1期，第1作者。

14.专家陪审在鉴定意见审查中的机理与功效，《中国司法鉴定》，2015年第2期，独著。

15.《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诉前鉴定研究》，《金陵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独著。

16.《法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东方教育》，2014年12月，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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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实验室认证认可模式探索，《实验技术与管理》，2013年11期，第1作者。

18. Study On Pre-litigation Identification as an ADR Method，Forensic Science Seminar，2013
Volume 3 Number 3，独著。

19.我国司法鉴定的法治化研究，《中国司法鉴定》，2014年第1期，独著。

20.诚信建设与司法鉴定保障机制研究，《中国司法鉴定》，2014年第3期，独著。

21.设计签名的特点和鉴定方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12年第4期，独著。

22.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对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1期，第一作者。

23.论司法鉴定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独著。

24.略论司法鉴定的正义价值文章，《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独著。

25.在司法鉴定中破解可擦除字迹的签字笔的方法《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3期，排名第
4。

26.How to Discern era sable roller pen ink in Judicial Evidence，《南京师大学报（海外版）》，2013年
第1期，排名第4。

27.法学实践教学资源的教学联合体共享机制，《南京师大学报（教学研究专辑）》，2007年，第一作者。

28.浅谈创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气氛，《南京师大学报（教学研究专辑）》，2005年，第一作者。

主要项目

1.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科研项目“江苏司法鉴定的法制化研究”，于2012年立项,于2013年6月结题。课题
号：12SYC-038，课题负责人。

2.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司法鉴定的法治化发展研究”，于2012年立项,即将结题。课题号：2012SJB820012，
课题负责人。

3.参加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关于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模式研究”，2010年立项，2012年结项。课题号：
2010SJB880085，第2完成人。

4.司法部课题“民商事案件司法鉴定公信力研究”，17SFB2027，课题负责人。

5.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民事司法鉴定公信力研究”，CLS（2017）D138，课题负责人。

6.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法学实践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2018），课题共同负责人。

7.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物证技术与证据调查：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2017），课题负责
人。

荣誉奖励

1.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为目标的立体融通式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江
苏省教育厅，排名第3,（2017）。

2.江苏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拟庭审实践教学与创新（2018）.

3.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第三方评估适用于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机制及其限度（2017）。

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信息与技术中心优秀论文奖：刑事鉴定如何面对庭审实质化（2017）。

5.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执行尺度与比例原则（2019）。

6.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2016）。

7.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2015）。

8.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工作先进个人”（2014）。

9.2014年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2014）。

10.2014年《东方教育》编辑部优秀论文一等奖（2014）。

11.2015年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5（2015）。

12. 2013年江苏省司法厅“全省司法鉴定认证认可试点工作先进个人”，单独（2013）。

13.2009年3月“法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获得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3（2009）。

14.2006年江苏省高教研究会江苏省高校实验教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二等奖，排名第2（2006）。

15.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第三届“天空教室杯”课件大赛奖好课件奖，排名第1（2006）。

16.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性教学优秀项目三等奖，排名第2（2007）。

社会兼职

1.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2.江苏省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3.江苏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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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

吉林大学法学院 南京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厦门大学法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 英国牛津大学法学院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纽约州）哥伦比亚大...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学院

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宪政网 中国法学期刊网 中国法学教育网

中国法理网 中国刑事法律网

院校资源
学院资源：

网站资源：

后台管理 新浪微博

4.南京市司法鉴定协会文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5.南京市鼓楼区法学会理事

6.民革江苏省妇女与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领导邮箱：lawnjnu@163.com  电话：025-85891036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建议您使用IE10.0以上版本或是Chrome浏览器浏览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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