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工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工大教发〔2008〕91 号 

 

2006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院（部）及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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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9 号）文件精神，学校开展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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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49 项课题通过结题验收，8 项课题

限期整改，现将结题验收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06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情况一览表 

 

 

 

2008年12月15日 

 
 
 
 
 
 

主题词：教改立项  结题验收  通知 

联系人：杨婉      联系电话：  86323602                 2008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共印 15 份）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

类别

项目

编号

项目

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单位 检查结果

1
材料科学与工程示范性专业建设研究与

实践
重点项目 二.1 胡志强 夏英、高文元、徐德增、冯钠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2
轻化工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基础化学

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般项目 四.3 翟滨 于长顺、王岩、杨大伟、许绚丽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3
轻工类院校化工实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的探索与研究
一般项目 四.3 安庆大 魏莉、于长顺、崔励、王少君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4
轻化工自动控制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的研究
一般项目 一.4 鲁杰 平清伟、石海强、孙衍宁、邢效功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5
电子信息材料专业方向课程教学、实验

与教材一体化建设的研究
一般项目 二.2 姜妍彦 刘贵山、赵秀岩、杨忠平、唐乃岭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6
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建

设
重点项目 一.1 刘俊龙 刘国军、冯钠、刘素花、曲敏杰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7 有机化学实验教材立体化建设 一般项目 二.2 杨大伟 王井、李明慧、郭宏、朴红善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8
以研究型实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探索

与实践
一般项目 四.3 于长顺 翟滨、王少君、王岩、曲丰作 化材学院 同意结题

9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重点项目 一.1 张彧 朱蓓薇、王际辉、侯红漫、王璐 生物学院 同意结题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示范性专业建设与管理

研究
重点项目 二.1 孔繁东 孙浩、芦明春、农绍庄、杨静峰 生物学院 同意结题

11 生物工程特色专业建设 一般项目 二.2 祖国仁 赵长新、王伟、孙玉梅、云霞 生物学院 限期整改

12 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 一般项目 二.5 王红英 丛丽娜、刘志文、陈晓艺 生物学院 同意结题

13
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及

教学内容的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一.5 焦利勇 霍李江、盛龙、梁静、刘俊杰 纺织学院 同意结题

14
以课程建设带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

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一.5 王晓敏 霍李江、邢浩、黄俊彦、王文生 纺织学院 同意结题

15
关于在《织物结构学》课程中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研究
重点项目 四.3 姜凤琴 魏春艳、王秋红 纺织学院 同意结题

16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适应产学研教

学模式的工业工程专业实验室和实践基

地

重点项目 四.1 程金石 王德权、金海华、时君丽、樊双蛟 机械学院 限期整改

17
模具专业“校企合作、产学互动”型教

学体制构建中若干问题研究
重点项目 一.2 庞桂兵 周茂军、赵秀君、王明伟、杨林 机械学院 限期整改

18
应用型（高技能型或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一.1 金艳 王学俊、刘彬、杨继新、刘彤晏 机械学院 限期整改

19

突出创新,强化实践--建立与新时期人

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工程图学”教学

方式

一般项目 四.1 马丽敏 刘仁杰、刘彬、刘彤宴、刘文华 机械学院 同意结题

20
电类专业基础课程创新教学模式及创新

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四.2 金凤莲 兰振平、宛杰、王金鹏、牛悦苓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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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

类别

项目

编号

项目

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单位 检查结果

21 智能化题库系统建设 一般项目 四.3 姚春龙 于晓强、刘娜、贺晓阳、房媛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2 高等数学题库建设 一般项目 四.4 于华 闫慧臻、徐鹏春、薛鹏、张大海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3 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一般项目 四.5 闫丕涛 蒙会民、闫红书、单庆元、郁玲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4
面向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电气信息学

科产学研教学模式的研究
重点项目 四.6 陶学恒 赵昕、芦金石、祖龙起、刘家盛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5

以电工电子装配实习为基础,采用集教

学、训练和创新活动为一体的新型教学

模式的研究

一般项目 四.7 唐树森 李维、王立、舒奎、张素娟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6

信计专业信息编码与安全专业方向课程

体系、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改革与探

索

一般项目 四.8 张玉杰 闫慧臻、董晓梅、刘超、薛晓东 信息学院 限期整改

27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

探索
一般项目 四.9 李宝营 芦金石、杨增平、牛悦苓、王金鹏 信息学院 同意结题

28 创建绿色设计教学体系的研究和实践 重点项目 四.12 王守平 张瑞峰、高巍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29
中国传统美学元素在当今环境艺术设计

教学中的传承与运用
一般项目 四.13 任文东 宋桢、李睿煊、林景扬、袁强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0
《生态教学体系》在视觉传达专业课程

中的应用
一般项目 四.14 杨滟珺 任戬、孙青、石春爽、刘晖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1 空间构成理论体系与教学方式研究 一般项目 四.15 王东玮 任戬、高铁汉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2
工业设计专业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重点项目 四.16 薛刚 张诗韵、王楠、佗鹏莺、唐蕾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3
专业设计系列课程教改（一）—立体设

计表达
一般项目 四.17 高华云 李立、林英博、郭亚男、费飞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4 “一二一”制雕塑教学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四.18 王朝阳 肖福科、郭亚男、孟夏 艺术学院 同意结题

35
普通工科院校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重点项目 四.19 张凤海 朱显成、晚春东、朴赫夫、钱堃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3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专题教学内容设

计与实施过程研究
一般项目 四.20 邹玉杰 于占元、赵金霞、王勇刚、董晓红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37
国际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

教学改革的研究
一般项目 四.21 戴明华 朴赫夫、范晓男 、徐晓飞、崔艳娟 管理学院 限期整改

38 工商管理示范性专业建设与管理研究 重点项目 四.22 李晓红 王杰、许月奎、张亚洲、董姝妍 管理学院 限期整改

39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

专题教学研究，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品

德素质

一般项目 四.23 王敏 肖芃、唐倩、马红静、赫金玲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0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施方案的探索

研究

一般项目 四.24 于庆峰 王丽娟、刘秉贤、董春宇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41 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四.25 孙军 林南南、肖汛、侯旻、李青 管理学院 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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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

类别

项目

编号

项目

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单位 检查结果

42 英语听力教学中电影与文学的互动 一般项目 四.26 倪春艳 路雅琴、郐英、倪春丽、唐影 外语学院 同意结题

43 基于网络媒体的口译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四.27 韩银燕 祖红星、鞠丽、刘芳芳、吴杰 外语学院 同意结题

44
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日语职业人才的探索

与实践
一般项目 四.28 轩焕 李金祯、于英杰、韩岩 外语学院 同意结题

45
以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实现校企双赢

的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重点项目 四.29 潘力 钱晓农、王伟珍、丁玮、陈晓玫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46
影像时代摄影教学体系、方法、手段研

究
一般项目 四.30 孙越 孙寰、张宁、周常剑 服装学院 同意结题

47
整合环境艺术教学理念，培养创新型特

色人才
一般项目 四.31 肖剑 李禹、宋一、于玲、李想 艺信学院 同意结题

48
服装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研

究
一般项目 四.32 吴国智 侯玲玲、栾海龙、王冬梅、杨绍桦 艺信学院 同意结题

49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的研究与

实践
重点项目 四.33 秦伟 王英敏、郭晓芸、林巍、李春雁 艺信学院 同意结题

50
探索适合独立学院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和

人才培养模式
一般项目 四.34 耿娟 唐竹、宋俊英、陶瑞雪、倪春丽 艺信学院 同意结题

51
高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研究
重点项目 四.10 王仁成 何子谦、吕振凯、熊丽华、王波 职业学院 同意结题

52
基于能力,面向职业岗位群的课程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一般项目 四.11 毕万新 熊丽华、顾兆旭、李敏、何靖泉 职业学院 同意结题

53
优化毕业设计环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

及其它培养环节的研究
一般项目 四.35 祖秀霞 李敏、曲侠、王雪菲、韩雪 职业学院 同意结题

54
工科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四.36 李长吾 房学军、王学俊、朱蓓薇、姚春龙 校办 同意结题

55
建立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

与实践
重点项目 四.37 马铁成 谷秀梅、岳向丽、周春影、耿新英 教务处 同意结题

56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突出素质教育和创

新教育的本科培养方案的研究
重点项目 四.38 谷秀梅 耿新英、王洪波、杨婉、岳向丽 教务处 同意结题

57 创新型教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四.39 曹秀平 谷力群、张绍印、魏晓峰、于传斌 人事处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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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工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工大教发〔2009〕36 号 

2006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整改情况通报 

各教学单位：  

根据《2006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大工大教

发〔2008〕91 号）文件的要求，教务处对 2006 年校级教改立项评审中限期整改

的项目进行了审核。经过半年的整改，“生物工程特色专业建设”等 5个项目能

按时上交相关的补充结题材料，并按照评审专家组的意见进行整改，经研究决

定给予结题。 

 

附件：2006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整改情况一览表 

 

2009 年 6 月 25 日 
 
 
 
 
 
 
 
 
 
 
 

主题词：教改立项  整改  通报 

联系人：杨婉      联系电话：86323602                    2009 年 6 月 25 日印发    

                                                          （共印 6份）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

类别

项目

编号

项目

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单位 检查结果

1 生物工程特色专业建设 一般项目 二.2 祖国仁 赵长新、王伟、孙玉梅、云霞 生物学院 同意结题

2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适应产学研教

学模式的工业工程专业实验室和实践基

地

重点项目 四.1 程金石 王德权、金海华、时君丽、樊双蛟 机械学院 同意结题

3
模具专业“校企合作、产学互动”型教

学体制构建中若干问题研究
重点项目 一.2 庞桂兵 周茂军、赵秀君、王明伟、杨林 机械学院 同意结题

4
应用型（高技能型或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一.1 金艳 王学俊、刘彬、杨继新、刘彤晏 机械学院 同意结题

5
国际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

教学改革的研究
一般项目 四.21 戴明华 朴赫夫、范晓男、徐晓飞、崔艳娟 管理学院 同意结题

2006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整改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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