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确定 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 

日期：2018-12-07 作者： 来源： 

辽教函[2018]471 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辽教办[2018]165 号）精神，经组织高校申报，网上公示, 现确定 2018

年度省级教改立项项目 1245 项，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结果 

 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省级项目共 1245 项，其中，各

高校限额内项目 923 项(名单见附件 1)；开展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委托项目 305 项（名

单见附件 2）；针对我省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委托部分高校开展委托项目 17 项

（名单见附件 3）。 

二、项目管理 

1.省级本科教改一般项目立项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特别情况经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可

适当延长，原则上不超过三年。一般项目按照《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实行两级管理，各高校和学术组织要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及时将项

目研究阶段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 

2.省级本科教改专项项目由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负责管理。 

3.省级本科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度，项目主持人要具体负责项目的调研论证、

方案设计、成果总结、实践应用和经费使用等工作。项目组成员在立项建设期内原则上不允

许变更，对因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研究者，需经学校或学术组织主任委员同意，报省教

育厅审批。 

三、相关要求 

1.各高校和学术组织要认真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支持工作，为项目出成果、上水平、见效

益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2.各项目要在 30 日内召开项目组全体成员会议，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3.各项目要注重突出创新性、实效性，项目组成员要充分发挥优势，相互配合、密切合

作，提交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附件： 

1.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一般项目 

2.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项目 

3.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委托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 

                          2018 年 12 月 6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 联合单位/学校 项目类别 单位

1
应用型转型高校专业内涵建设与结构

优化调整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张凤海 王秀山、牟光庆、耿新英、平清伟、丁玮、孙晓程 一般项目 管理

2
新工科背景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转
型发展示范性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王明伟 赵秀君、王学俊、庞桂兵、李姝、张尧、杨振 一般项目 机械

3
整合资源，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提
升工科学生实践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刘俊龙
耿新英、王志强、叶方、李明颖、陈明、钱方、张新

欣
一般项目 纺材

4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艺术类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沈诗林 顾逊、宋桢、王庆、闻婧、乔会杰、张立春 一般项目 艺术

5 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和体制的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牟光庆 王秀山、王明伟、刘贵山、张健东、陈明、王军 一般项目 教务处

6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多模块大学英

语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鞠丽

何心、于妍、果佳、许卓艺、耿娟、杨华、郭铁妹、
张姣、孙巍、孙丽莎、李玉云

一般项目 外语

7
顺应材料发展新常态，校企深度融合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郭静

宫玉梅、于跃、刘元法、夏英、张鸿、张森、拖晓航
、管福成、赵秒、王艳

一般项目 纺材

8
践行专业认证OBE理念，构建生物工程

类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大连工业大学 陈明 张春枝、李佥、陈晓艺、唐文竹、李宪臻 一般项目 生物

9
紧密对接纺织产业链发展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王晓 魏春艳、赵玉萍、郑来久、叶方、李红、孙学志

辽宁科诺纺织服
装检测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 纺材

10
基于“国标”以成果为导向食品专业

工程教育教学改革
大连工业大学 钱方 杜明、林松毅、吴海涛、艾春青、潘锦锋、唐越 一般项目 食品

11
以工程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多学科融合

实践育人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贺晓阳 赵昕、王智森、姚春龙、李宝营、王延平 一般项目 信息

12
以学生为中心、以解决社会需求为导
向的设计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

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刘利剑 任文东、郭雅冬、于玲、林林、单鹏、刘正阳 一般项目 艺术

13
以辽宁陶瓷和耐火材料产业为依托，
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刘贵山 王志强、张晶晶、刘敬肖、郝洪顺、杨海霞 一般项目 纺材

2018年省级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 联合单位/学校 项目类别 单位

14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校企共赢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黄俊彦 吕艳娜、邢浩、季峰民、张琳、姜洋、史晓娟 一般项目 轻化

15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侯玲玲 潘力、王军、于佐君、肖剑、王丽、纪杨、王卿

兴城泳装行业协
会

一般项目 服装

16
基于OBE理念的应用型转型高校“终校
一贯制”专业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李鹏 任艳丽、邹念育、阎慧臻、路莹、于晓强 一般项目 信息

17
“新工科”工程教育理念下的应用型

高校电类基础课程改革
大连工业大学 牟俊 赵昕、于晓强、王延平、崔远慧、初冉、刘俐 一般项目 信息

18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国际经济与贸
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

践

大连工业大学 戴明华 郭芳、孙晓程、张健东、李青、于楠、崔欣 一般项目 管理

19
“获得感”视域下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融入辽宁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刘秉贤

于庆峰、关丽、王丽娟、陈志娟、赵金霞、董晓红、
张春静

一般项目 马院

20
大学生课上学习与课下“校园APP健身
跑”相结合的体育课教学模式改革实

践与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黄文胜 郭舰洋、王宇、唐学军、潘静伟、赵长壁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

学

一般项目 体育

21 基于项目的英汉笔译协作教学模式初
探

大连工业大学 路雅琴 刘芳芳、张丽英、吴杰、王非 一般项目 外语

22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基于多学科交叉的
生命科学素质教育创新与OBE教学模式

探索
大连工业大学 金朝霞

李佥、俞志敏、陈晓艺、唐文竹、宫玉梅、吕桓林、
钱堃

一般项目 生物

23
基于PBL教学模式的《财务分析》跨校

修读智慧学习路径探究
大连工业大学 武咸云 殷红玲、岳琴、王娣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管理

24
《财务管理》跨校修读智慧学习影响

因素及成效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岳琴 武咸云、殷红玲、于海霞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管理

25
高校资源共享背景下《国际商务单证
实务》跨校修读与学分互认创新教学

模式与应用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许晓冬 岳琴、白雪莲、孙晓程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管理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 联合单位/学校 项目类别 单位

26
《华夏文化五千年》跨校修读学分课

程多种教学模式运行机制的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肖芃 姜立新、于庆峰、张春静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马院

27
面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会
计》跨校修读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孙晓琳 姜海鸣、李晓红、岳琴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管理

28
基于跨校修读课程的《日语翻译》教

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大连工业大学 刘婷 朱玉萍、刘爱君、单丽

优质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

享
外语

29
依托辽宁产业集群和办学特色，校际
、校企共建合作育人平台的研究与实

践
大连工业大学 王秀山

牟光庆、王冬霞、李浩渊、赵军平、陈明、贺晓阳、
王明伟、耿新英

辽宁工业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
院、辽宁科技大

学

委托项目 党政办

30
“课程思政”语境下的“思政课程”
教学创新：“中国近代铁路”融入《

纲要》课特色化教学改革研究
大连交通大学 刘峰搏 徐超、韩丹丹、刘秉贤、王世进、苏云婷

大连科技学院、
大连工业大学

一般项目

31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探索与实践
大连东软信息

学院
温涛

郭权、李浩渊、张阳、邓珊、邹翔、牟光庆、田春艳
、赵红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大学
委托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