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工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工大教发〔2010〕77 号 

 

200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0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大

工大教发〔2010〕64 号）文件精神，学校开展了 200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经专家认真评审，结果如下：56 项课题通过结题验收、16

项课题延期结题、1 项课题被取消。延期结题的项目，教务处将于半年内再次组

织结题验收。现将结题验收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0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情况一览表 

 

 

 

2010年12月21日 

 
 
 
 

主题词：教改立项  结题验收  通知 

联系人：马亮亮      联系电话：  86323595                 2008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共印 18 份）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申请单位 意见及建议

1 理工科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平清伟 马铁成、翟滨、尉志苹、宫竹云 化工与材料学院 延期结题，教改论文未正式发表。

2 深化就业见习活动,提高大学生创新及就业能力 刘俊龙
刘增建、王志强、胡杨、王晗、冯钠、周
颖

化工与材料学院 同意结题。

3 轻化工类化学实验课程远程教育平台的建设 王岩 杨大伟、赵君、廉锁原、邵国林 化工与材料学院 同意结题。

4 有机化学课程精品“助学型”课件建设 杨大伟 郭宏、付颖寰、陈丽凤、朴红善 化工与材料学院 同意结题。

5 开设自主选择型无机材料工艺实验的探索与实践 王志强 姜妍彦、李长敏、唐乃岭 化工与材料学院 延期结题，教改论文未正式发表。

6
集教学、训练和创新活动为一体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崔励 刘兆丽、谭凤芝、徐同宽、王大鸷 化工与材料学院 延期结题，教改论文未正式发表。

7 本科化工专业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和质量的创新性研究 王少君 魏莉、曲丰作、刘娜、马英冲 化工与材料学院 同意结题。

8 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手段的创新实践 高世萍 翟滨、廉锁原、许绚丽、于智慧 化工与材料学院
延期结题，课题预期建设目标中的1
～2篇教改论文未完成。

9 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专业素质的探索与实践 孙玉梅 孙浩、董秀萍、孔繁东、钱方 生物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10 生物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郭继强 祖国仁、王越、王伟、赵长新 生物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11
基于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提升就业竞争力的课
外实践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张彧 祖国仁、王伟、陈晓艺 食品学院 延期结题。

12
基于纺织高等教育未来走向的我省纺织工程学科定位
和培养体系的研究

于永玲
王迎、吕丽华、赵玉萍、李红、魏春艳、
王丽慧

纺织轻工学院 同意结题。

13
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印刷工程专
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探索

焦利勇 霍李江、梁静、李超、王文生 纺织轻工学院 同意结题。

14 开展研究性学习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魏春艳 姜凤琴、于永玲、王迎、赵玉萍 纺织轻工学院 同意结题。

15
包装专业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与实践

黄俊彦 王晓敏、邢浩、徐晓玲、季峰民 纺织轻工学院 同意结题。

16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具案例库构建 周茂军 赵秀君、王明伟、杨林、庞桂兵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同意结题。

17 图学三维动态教学模式应用与研究 马丽敏 刘仁杰、刘彬、刘彤宴、刘文华、张鹏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同意结题。

18 构建创新实践平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丁金华 王学俊、李明颖、孙秋花、王辉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同意结题。

19
基于应用型机械设计人才培养的自动机械装备设计教
学内容和相关课程体系的研究

彭彦平 杨继新、李明颖、孙秋花、王辉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延期结题，教改论文未正式发表。

2008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情况一览表（含艺信、高职、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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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申请单位 意见及建议

20 研究性教育模式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探索与实践 王智森 陶学恒、赵昕、刘剑、樊磊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1
以数学建模为载体的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

阎慧臻 于加武、张玉杰、张大海、刘燕、刘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2 借助校企合作，加强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李仁庆 陶学恒、李宝营、祁建广、舒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延期结题，课题预期建设目标中的1
篇教改论文未完成。

23 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与实现 王雅红 王琳、刘玉洁、梁红卫、崔远慧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延期结题，课题预期建设目标中的1
篇教改论文未完成。

24 考务管理平台信息化建设 于晓强 姚春龙、赵秀岩、王海文、王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5 现代教育技术在通信工程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赵昕 王智森、李英庆、李鹏、兰振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6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外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邹念育
张云翠、李萍、曹冠英、张竞辉、杨轶、
高英明、Feroza Begum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7 任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 徐鹏春
丁卓、李墨、王鹏、崔志侃、周颖、宋福
贵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8 大连工业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赵秀岩 阎丕涛、于晓强、贺晓阳、房媛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29
大连工业大学教师教学成果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研
究

刘英 耿新英、岳向丽、王洪波、杨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务处
同意结题。

30 工业设计专业课程的“标准化”、“体系化”建设 薛刚 张诗韵、王楠、孙冬梅、魏笑 艺术设计学院 同意结题。

31 实践教学中的创意体现研究 王朝阳 肖福科、郭亚男、孟夏、王帅 艺术设计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32 学科基础的专业深化研究 李立 胡阔、费飞、佗鹏莺、田甜 艺术设计学院 同意结题。

33 动画角色造型雕塑教学体系研究 肖福科 任戬、郭建伟、王明妍、王朝阳 艺术设计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34
形态素描——以“形态认知”的角度改革艺术设计学
科基础素描教学

刘军平 任戬、周长连、那新宇、李清潭 艺术设计学院 同意结题。

35 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及创新能力培养 高华云 张诗韵、林英博、唐蕾、李鼎 艺术设计学院 同意结题。

36 关于针织服装设计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王勇 王军、王适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37
依托人体数据数字化采集的应用性推进服装专业课程
时间教学改革的研究

钱晓农 王军、邵冰、王伟珍、王适 服装学院 延期结题，教改论文未正式发表。

38 服装设计学“三位一体”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丁玮 钱晓农、王翮、邵冰、任汩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39 建立与产品紧密结合的服装结构与工艺学课程体系 于佐君 潘力、于树连、刘旭、王军、王适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40 饰品设计方向课程体系探索与研究 郑辉 潘力、张依青、穆芸、石海亮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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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申请单位 意见及建议

41 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谷力群 张健东、鲍晓娜、黄兴原、赵光洁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2 基于ERP平台的经管类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 岳琴 张凤海、董姝妍、李秀兰、许月奎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3 大学生KAB创业基地建设 钱堃 曹玉琳、王桂超、张晓丹、王捷凡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4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国际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
容改革的深化研究与实践

崔艳娟 徐晓飞、朴赫夫、戴明华、范晓男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5
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为重点深化专题教学实践研
究

于占元 王勇刚、赵金霞、董晓红 思政部 同意结题。

46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知行统一的实
践教学探索

王敏 肖芃、唐倩、马红静、陈娟 思政部 同意结题。

4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专题教学模式下开展社会实践的探索研究

于庆峰 王丽娟、刘秉贤、鞠桂萍 思政部 同意结题。

48 大学英语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 王胜 唐影、汪静、邹航、任丽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49 日语口译课程改革与实践 杨晓辉 于英杰、单丽、宋光石、轩焕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50 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下协作教学模式的探讨 鞠丽 果佳、唐影、马陵、张欣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51 英语专业商务方向课程案例教学研究与实践 焦丽娟 倪春艳、汪静、张忠美、张欣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52 图式理论下优化英语听力教学模式之研究 韩银燕 路雅琴、王平、孔韶辉、张丽英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53 大学英语课外作业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李国斌 王世文、马坤、王新艳、王平 外国语学院 同意结题。

54 我国高校体育三元回归教学模式研究 郭舰洋 魏经纬、宁舒、路峰、李红 体育教学部 同意结题。

55 优化体育课程结构，提高大学创新能力的实验研究 郭克军 邢蕾、唐士敏、王吉全、杨洲 体育教学部 同意结题。

56 产学研结合培养独立学院计算机专业应用型人才 刘柏 秦伟、王海文、李明霞、于智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延期结题，课题预期建设目标中的2
篇教改论文未完成。

57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就业的探讨 吴国智 栾海龙、杨旭、马丽群、孙跃凤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58
探索独立学院第二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
能力

耿娟 曲薇蔚、陶瑞雪、刘莹、朱玉萍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59 以实践教学为特色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 冯彩 李禹、孙鸣蕾、杨明辉、郭雅冬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60
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改革与创新的研究与
实践

鞠桂萍 赵秀娟、王英敏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61 针织服装教学与市场需求的研究 常冬艳 侯玲玲、王丽、王冬梅、杨绍华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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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申请单位 意见及建议

62
工商管理专业创新型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研究

刘发盛 郭君、于姝、房竣、王金婷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63
独立学院英语专业优秀学生辅助公共英语教学的实践
探索

唐竹 陶瑞雪、冯媛媛、马玉瑶、王东娇 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意结题。

64
以学生为本、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的
特色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刘秀英 赵美玲、王欣、王健、张军 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结题。

65 多元化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熊丽华 毕万新、李敏、赵丹、祖秀霞 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结题。

66
以提高学生从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目标,构建虚拟仿真
实践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吕振凯 刘宏丽、邓晓新、梁霞、焦战 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结题。

67 高职服装营销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 梁汉夫 王仁成、王雪菲、李敢、祖秀霞 职业技术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68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焦战 顾兆旭、翟淑光、乔国荣、王海裕 职业技术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69 《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与实践 刘宏丽 孙伟、孙伟、孟晓明、孙洪全、刘长志 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结题。

70 服装立体裁剪课程中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邓鹏举 王静芳、曲侠 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结题。

71 《组网技术与网络管理》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与创新 金明日 吕振凯、丁宁、马春艳、梁霞 职业技术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72 成人教育艺术类教学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李永刚 高世萍、李良萧 成人教育学院 项目取消。

73
成人高等教育（函授、业余制）网络教学（授课）的
开发与运用

李忠会 高世萍、王一霖、李永刚 成人教育学院 延期结题，无教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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