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工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工大教发〔2015〕6 号 

 
关于公布 2012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 

按照《关于开展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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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 号）的文件要求，学校开展了 2012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结题工作，通过单位初评、专家材料复评、现场答辩终评，确定 75

个项目通过验收，项目建设较好；9 个项目由支持项目晋级为一般项目，给予

经费支持；9 个项目由于缺少实践应用，成果建设不足等原因，延长 1 年建设

期，1年后进行验收；1个项目取消立项。验收结果见附件 1。 

请通过验收的项目尽快将研究成果提升整理，做好教学成果培育。建设期

延长的项目，请项目所在单位加强监督检查与指导。 

 

附件 1：2012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结果 

 
 
 

 

二Ｏ一五年三月二日 

主题词：校级  教育教学  改革  结题  结果 

联系人：张伟钦      联系电话：86323595                     2015 年 3 月 2 日印发  

                                                            （共印 15 份） 



序号 编号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员 级别 备注 结题验收结果

1 JGLX1201 轻化
包装与印刷专业创新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实践
黄俊彦

王晓敏、霍李江、邢浩、焦利勇、季峰民、
张琳、王彩印、梁静、王文生、史晓娟

重点 通过验收

2 JGLX1208 轻化 开展研究性学习与实践、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探索 于长顺
张锋、翟滨、高世萍、王少君、王岩、肖作
毅、马英冲、宋文静

一般 通过验收

3 JGLX1209 轻化 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于环境类专业实践教学的研究 孙德栋 董晓丽、马春、马红超、郝军 一般 建设期延长1年

4 JGLX1210 轻化 轻化工程双语课程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石海强 李海明、张健、李娜、韩颖 一般 建设期延长1年

5 JGLX1211 轻化 环境工程专业创建“222”研究性学习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张新欣
董晓丽、马春、吕大、薛芒、张秀芳、马红

超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建设期延长1年

6 JGLX1282 轻化 有机化学课程考核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李明慧 杨大伟、侯传金、付颖寰、郭宏、杨义 一般 通过验收

7 JGLX1252 轻化 面向数字出版行业的实践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超
霍李江、王彩印，焦利勇、梁静、盛龙、刘
俊杰、王文生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 JGLX1250 轻化 化学实验数据处理系统的优化配置研究与实践 王岩 翟滨、尹宇新、邵国林、宫竹云 支持 通过验收

9 JGLX1251 轻化 有机化学实验绿色化和微型化教学的开发与实践 付颖寰
侯传金、杨大伟、郭宏、李明慧、陈丽凤、
杨义

支持 通过验收

10 JGLX1202 生物 葡萄酒培养方向实践教学辅助手段的建立与实践 孙玉梅 安家彦、祖国仁、王伟、王越、曹方 重点 通过验收

11 JGLX1212 生物
科研与教学结合下的细胞生物学理论和实践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研究

张宗申 金朝霞、陈晓艺 一般 通过验收

12 JGLX1203 食品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张彧 姜淑娟、钱方、牟光庆 重点 通过验收

13 JGLX1213 食品
学科门类变更后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研究与探索

叶淑红 孙浩、王际辉、孙黎明、侯红漫 一般 建设期延长1年

14 JGLX1214 食品 以考促学模块化课程考核方式研究与实践 姜淑娟 牟光庆、张彧、芦明春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15 JGLX1253 食品
依托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作引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的机制研究与实践

朱岩 叶淑红、张公亮、关丽、周学勤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16 JGLX1204 纺材
树立教学学术理念，切实提高大学青年专业教师教学
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夏英
夏英、郭静、王志强、王新红、赵建、王志
超、宫玉梅、张鸿、刘元法、张森

重点 通过验收

17 JGLX1215 纺材 问题式学习在高分子实践教学中的探索 宫玉梅
郭静、冯钠、刘俊龙、夏英、曲敏杰、张鸿
、刘元法、张森、王新红、赵建、王志超

一般 通过验收

大连工业大学2012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结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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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GLX1216 纺材 基于CDIO理念对本科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魏春艳 崔永珠、王迎、钱永芳、徐晓玲 一般 通过验收

19 JGLX1217 纺材
纺织工程专业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王迎 郑来久、季英超、王秋红 一般 通过验收

20 JGLX1254 纺材 构建多元化实习体系，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李红 吕丽华、王秋红、叶方、宋若远、魏菊 支持 通过验收

21 JGLX1255 纺材 工科专业课程立体考核方式的探讨 王晓 崔永珠、魏菊、宋若远、杜冰 支持 通过验收

22 JGLX1256 纺材 纺织教学与科研融合、培养创新型人才 吕丽华 王晓、李红、魏春艳、赵玉萍、叶方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23 JGLX1205 机械
以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机械创新实验班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明颖
季田、彭彦平、王学俊、杨继新、周茂军、

王立新
重点 通过验收

24 JGLX1218 机械
基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王明伟 周茂军、赵秀君、李姝、杨林 一般 通过验收

25 JGLX1219 机械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工程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互换性
与测量技术”及相关设计类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改革与
实践

彭彦平 刘艳秋、初嘉鹏、刘彤宴、卜繁岭 一般 通过验收

26 JGLX1220 机械 机械制图2考试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刘彬 马丽敏、刘仁杰、刘彤宴、刘文华、张鹏 一般 通过验收

27 JGLX1257 机械
行为运作管理研究与教学融合的优化工业工程专业部
分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樊双蛟 时君丽、金海华、王雅君、程金石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28 JGLX1206 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创新实验班”制度建设与实践 里红杰 赵昕、李宝营、李仁庆、兰振平 重点 通过验收

29 JGLX1221 信息
地方高校计算机专业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探索

与实践
唐晓君

路莹、姚春龙、李晓红、刘娜、王海文、李
明霞、肖鹏

一般 通过验收

30 JGLX1222 信息
高等数学竞赛培训模式的探讨——拓展高等数学竞
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闫慧臻 刘燕、毕秀国、赵峥嵘、董晓梅、杨开兵 一般 通过验收

31 JGLX1223 信息 大学生实验预约系统 于晓强 周春影、李旭、王佳、李东、张德诚、刘煜 一般 通过验收

32 JGLX1224 信息
拓展内容、融合创新、物理课程数字化建设探索与实

践
王雅红

王琳、孙洪斌、赵璐璐、黄艳、刘玉洁、梁
红卫

一般 建设期延长1年

33 JGLX1225 信息 物联网时代“新网络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路莹
唐晓君、刘娜、肖鹏、彭健钧、李明霞、郭
立

一般 通过验收

34 JGLX1226 信息 以物联为特色的通信工程专业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 兰振平 王智森、金基宇、袁爱霞、里红杰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35 JGLX1227 信息
学科竞赛驱动的大学生创新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彭健钧 李吉平、陶学恒、王楚媛、邢军、牛悦苓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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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GLX1258 信息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手段改革与研究 赵秀岩

闫丕涛、于晓强、房媛、康丽、邵利、贺晓

阳、刘英、王美航
支持转
为一般

通过验收

37 JGLX1260 信息 融合照明工学与艺术设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 贺晓阳
邹念育、郁玲、李德胜、高英明、曹冠英、
李立、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38 JGLX1261 信息
依托CCC课程教学模式深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学

实践研究
李墨

丁卓、王智森、张海鹰、崔志侃、王猛、王
金章、王楚媛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39 JGLX1259 信息
依托阶梯型、自主型团队建设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工程

能力培养
沈岚 姚春龙、李旭、范丰龙、邵利 支持 通过验收

40 JGLX1228 艺术
基于设计总监为目标导向的景观设计学科实践教学体

系的构建
黄磊昌

曹福存、冯嗣禹、张妤、毕善华、李睿煊、
李赛飞、赵阳阳

一般 通过验收

41 JGLX1229 艺术 循环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以工业设计教学为例 李立 薛刚、刘正阳、魏笑、田甜 一般 通过验收

42 JGLX1230 艺术 设计类专业A-A＇同构教学模式研究 祝锡琨 任戬、王婷、田影、曲纪慧、王伟欣 一般 通过验收

43 JGLX1231 艺术 基于艺术设计专业特点的学科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石春爽
任戬、杨滟珺、孙青、徐微微、田影、孙雪
梅

一般 通过验收

44 JGLX1232 艺术 创意设计产业的设计品实践教学方法研究与应用 张子健 祝锡琨、从瑜伶、侯天航、白璐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45 JGLX1233 艺术 体验式教学方法与考核评价方式改革 夏佳 薛刚、余杨、刘晖、王东玮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46 JGLX1234 艺术 分形艺术在建筑陶瓷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孟夏 王朝阳、丁玮、王帅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47 JGLX1285 艺术
构建专业课教学的“点、线、面”--数字媒体专业课教学

与学生实践互动性研究
袁强

耿新英、邹明天、袁博、张延鑫、原雪、高
博文、崔翾鸽、林凤仪

一般 通过验收

48 JGLX1262 艺术 美国景观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方案研究 李睿煊 王守平、李香会、曹福存、黄磊昌、郭静雅
支持转
为一般

通过验收

49 JGLX1263 艺术 民间艺术形态介入艺术创作 刘勇 庄光明、范苑、王晓松 支持 通过验收

50 JGLX1264 艺术 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考查和学生能力 宋永胜 刘晖、任戬、孙青、余杨、张嘉铭 支持 通过验收

51 JGLX1265 艺术 国际化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庆 郭雅冬、沈诗林、李智 支持 通过验收

52 JGLX1266 艺术
鼓励艺术设计类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机制研究与实

践
徐微微 石春爽、杨滟珺、田影、郭靖雅、杜立君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建设期延长1年

53 JGLX1267 艺术 艺术学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实践能力立体化研究 张丽丽 刘勇、庄光明、张立春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建设期延长1年

54 JGLX1235 服装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程评价体

系建设
王勇 杨绍桦、薛刚、董敏子 一般 取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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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JGLX1236 服装

基于创新实践教学的职业形象策划课程体系构建的研

究与应用
孙燕 潘力、穆芸、许阳、赵鹤、刘晓阳、刘丹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56 JGLX1237 服装
艺术学学科教学与科研的耦合联动研究——以服装工
程专业为例

王伟珍
钱晓农、王立慧、孙林、王军、王勇、于树
连、王适、邵冰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57 JGLX1269 服装
“进阶实践+开放实践” 双轨交叉的摄影实践教学体系研

究及实践
张宁

潘力、王立慧、孙越、孙寰、王圆圆、张岩
松、李茉茹、孙造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58 JGLX1268 服装 提高饰品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郑辉 潘力、冯彩、唐金萍、王曼倩 支持 建设期延长1年

59 JGLX1238 管理 应用型经管类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岳琴 晚春东、武咸云、刘明明、姜海鸣 一般 通过验收

60 JGLX1239 管理 电子商务专业基于“三创”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郭芳
晚春东、李桂荣、于楠、肖洁、乔爽、曹玉

琳
一般 通过验收

61 JGLX1240 管理
PBL教学模式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以《

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
范晓男

杨卫华、鲍晓娜、李晓红、戴明华、孙晓程

、王英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62 JGLX1284 管理 更新教育理念，构建因材施教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马亮亮
耿新英、杨菲、刘发盛、李莉、张伟钦、姚

晔
一般 通过验收

63 JGLX1270 管理
管理调查报告驱动下的应用统计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
杨卫华 刘明明、程晓谟、范晓男

支持转
为一般

通过验收

64 JGLX1271 管理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考
试改革与实践

肖洁 晚春东、李桂荣、郭芳、曹玉琳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65 JGLX1241 外语 合作学习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王胜 周景辉、汪静、郝亦佳、张姣 一般 通过验收

66 JGLX1242 外语 艺术类大学语文考核方式探索与改革 李丹 郭利芳、仇宣琴、曹晖、聂英杰、潘晓玲 一般 通过验收

67 JGLX1243 外语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学课程建设与研究 杨晓辉 于晓玲、王平、刘婷、潘晓玲、张丽英 一般 通过验收

68 JGLX1244 外语 艺术类大学英语A级后课程设置及综合能力培养研究 孙巍 许卓艺、何心、孔韶辉、杨华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69 JGLX1245 外语 汉语类通识课程实施策略研究与实践 聂英杰 李丹、韩银燕、周景辉、刘莉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70 JGLX1272 外语
英语通识选修课及后续课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

郭铁妹 李忠美、汪静、张中美 支持 通过验收

71 JGLX1273 外语
基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韩银燕 李玉云、孙巍、孙丽莎、果佳 支持 通过验收

72 JGLX1274 外语 大学英语精读无纸化考试模式探究 鞠丽 果佳、于妍、杨鹏、王阿菊 支持 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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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JGLX1275 外语 日语视听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 单丽 杨晓辉、赵强、于晓玲、刘婷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74 JGLX1207 国教 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陈宇
丁玮、刘爱君、王胜军、林景扬、焦丽娟、

陈丽芳、刘晔、齐畅、齐兴华
重点 通过验收

75 JGLX1247 国教 来华留学生本科2+2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爱君
陈宇、晚春东、赵琛、杨艳庆、许宝丹、王
超、张萌、王志永、郑培国、周首能

一般 通过验收

76 JGLX1246 思政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研究
型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于庆峰 鞠桂萍、王丽娟、刘秉贤、关丽 一般 通过验收

77 JGLX1276 思政
通识教育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的创新

研究
刘秉贤 陈雪、王妍、薄长东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78 JGLX1248 体育 反馈教学法在我校篮球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路峰 郭舰洋、刘军、王新明、魏经纬 一般 通过验收

79 JGLX1277 体育 体育游戏对提高大学体育课程效能的实践研究 宁姝 王蕾、郭舰洋、王新明、胡守峰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0 JGLX1283 实验仪
器中心

创新创业综合素质拓展管理平台 王佳 张德诚、于晓强、李东、周春影 一般 通过验收

81 JGLX1278 实验仪
器中心

将化学相关软件应用到仪器分析教学的研究 费旭 田晶、徐龙权、王秀英、于玲、寇自农
支持转
为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2 JGLX1249 图书馆 馆际互借资源数据库建设与利用 于健
范丰龙、魏治国、姚春龙、李旭、王丹、田

广琴
一般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3 JGLX1280 图书馆 新媒体时代读者阅读行为改变与图书馆应对策略研究 韩冰
白福春、魏治国、李萍、王学军、胡春立、

李力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4 JGLX1281 图书馆 发挥图书馆资源优势，做好教学科研辅助工作 齐凤艳 王洪波、李萍、刘艳红、于健、曹立春 支持
青年教师

项目
通过验收

85 JGLX1279 成教 成人教育艺术类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永刚 张延庚、高劲红、高世萍 支持 建设期延长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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