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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工学院文件
安工院〔2019〕190 号

安阳工学院

关于 2019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立项的

通 知

各院（部），洹滨校区，学校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和我校“1324” 发展

思路，推进学校“十百千品牌提升计划”，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和

教学管理人员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的积极性，促进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高，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教学研究与评估办公室认

真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及评审工

作。经过各部门积极推荐申报，共申报项目 139 项，经过评审专

家认真评审，学校研究同意，确定 2019 年度校级教改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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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项，其中：重点资助项目 28 项，一般资助项目 88 项。

希望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所在部门要加强项目建设和管理工

作，保证按期结项，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希望全校广大教师积

极探索、勇于创新，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不断提升研

究能力和水平，为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做出更大贡

献。

附件：安阳工学院 2019 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

目名单

安阳工学院

2019 年 12 月 6 号



附  件

安阳工学院                                                                         
2019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主持人

立项   
层次

资助    
金额

AGJ2019001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航空专业集群人才
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景国勋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2
课堂育人的道与术—安阳工学院课堂教学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郭秋平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3
双创背景下“三五二四”产教融合育人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赵卫兵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4
新工科背景下“双线、三维、四重”式实
习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牛永生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5
本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视角下工科大学物
理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建新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6
红旗渠精神促进下高校大思政“平台+基
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宏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7 对分课堂在模具设计课程中的研究与实践 刘嵩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8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数控技术“
金课”研究与实践

翟雁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09 高分子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芳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0
以“安阳工学院百千万英才提升计划”为
依托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探索

董昭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1
河南省高校毕业设计（论文）业务支持系
统的研究

李永钢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2
校企互补，联合设计单位展开高年级设计
课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史抗洪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3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管理机制与运行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现常 重点项目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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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14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

李成波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5
基于智慧教室的安阳工学院智慧教学环境
构建研究

郭鑫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6
“工业4.0”背景下商务英语多模态信息
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张玉鹏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7
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库在应用型本科高校教
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赵亮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8
“材料力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
究

张树翠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19
基于混合学习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
网络安全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刘铭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0
基于Android的审核评估知识学习平台的
开发

冯贺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1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和实践

吴秋芳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2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生物化学》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尚增振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3
00后本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
力跟踪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卫荣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4
一带一路背景下安阳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
模式研究

张晓琰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5
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研究与实践---以应用化学专业为例

张换平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6
新时代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成果的创
业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工业设计专业为例

王曙光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7
基于校企联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机制
研究

雷杰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8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 杨利英 重点项目 5000

AGJ2019029
基于教学督导的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措施研
究

李占君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0
基于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电气控制与Plc
课程的探索与教学改革

王晓晶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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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31
“专题式”教学模式在《产品开发设计》
课程中的应用

王倩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2
《汽车电子技术》课程面向“成果导向”
的教学改革

亢凤林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3
地方本科院校《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赵亚东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4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金属切削机床教学改
革与探索

徐铭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5
普通高等学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研
究

杨慷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6 工业设计专业PBL教学模式研究 李航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7
新工科背景下热工基础小班化教学效率可
行性研究

冯国超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8
基于爱课程和互联网+慕课建设的实践研
究——以我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互
换性与测量技术》为例

王樑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39
基于Matlab/Simulink的探索与教学改革-
以控制工程基础课程为例

宋强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0
《机械制造工艺学》课程“金课”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

张珊珊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1 公平、竞争意识在教学改革中的运用探究 李慧杰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2
迎评促建加强二级学院教务档案信息化管
理水平

韩玉坤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3
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教学
方法改革探索与研究

师路路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4 飞行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改革与实践 叶慧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5
交通运输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内容
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孙书霞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6 《领航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尹强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7
虚拟仿真技术在民航电子类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阮士峰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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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48
基于虚拟仿真和NI ELVIS Ⅱ的数字电子
技术实验数字化教学研究

李立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49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建设研究

段德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0
基于专业认证的《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

姬鹏飞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1
基于FPGA的数字电子技术实践教学改革探
究

李宏杰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科技人才培
养和发展现状研究

杜毅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3
基于机器人工程专业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丹丹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4
“互联网+”视域下“MOOC+翻转课堂”混
合式教学模式探究——以《电机与拖动》
为例

雷慧杰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5
面向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
技术”实践环节建设

侯凡博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6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学生行为识别分析评
教平台研究

韩毅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7 人工智能与嵌入式教学融合研究 赵凯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8
从培养跨专业应用型人才趋势看“新工科
”建设-以计算机类专业为例

李阳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59
以“金课”建设为要求 OBE 为导向用制
度驱动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 

许研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0
基于开放实验室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嵌入式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常国权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1
鸿鹄高飞因两翼，人文科技互扶持——高
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教育模式研
究与实践

侯贵法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2
基于雨课堂和可穿戴设备的教育大数据分
析研究

卢政宇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创新的研究与
实践

张捐净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4
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计算机网络工程》为例

张炜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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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65
利用混合式教学对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改
革的探索与实践

马聪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6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下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
习质量保证的研究

王立波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7
以大学生先进成图大赛为载体，提升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以土木工程制图为例

刘龙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8
建筑信息技术（BIM）在《混凝土结构设
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

黄艳霞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69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规划原理》课
程教学改革探析

郭芳华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0
基于专业认证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探索及评
价

史永涛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1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
构建研究

张云华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2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专业英语课程CDIO 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
索

魏静静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3 基于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改革 靳梅芳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4 本科化工专业物理化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耿翠环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5
新工科背景下双语教学在《生物化学》课
程中的实践探索

王建广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6
兽医药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研
究与实践

王国栋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7
基于启发式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体系改
革

韦洋洋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8
校企共建实训平台促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探索与实践

宋玉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79
动物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家畜
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实践与探索

周玲玲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0
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生物统计学教学改
革与实践

马发顺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1
基于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深化地方院校生
命类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

赵海燕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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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82 线性代数混合金课打造初探 吕志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3
课程思政在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探索—
以《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为例

申悦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4
适用于我校实际的“检查-设问-巩固”教
学模式的探索

孙兴川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5
应用型本科院校物理专业课程教学创新实
践形式探究———以《薄膜物理》课程为
例

戴玉强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6
基于SPSS软件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
程双语教学教材研究与设计

张庆丰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7
应用智慧教室提升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效
果研究

周敏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8
基于雨课堂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混合
式教学模式研究

张莉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89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以《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课程为例

刘晓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0
宏观经济学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崔小娜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1
“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华优秀文化融入英
语课堂研究-以安阳工学院为例

张敬科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2
提升《公共空间室内设计》课程教学质量
关键问题的研究与实践

许慧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3
高等学校公共艺术类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协
同育人途径与方法研究

庞先超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4
产教融合下电子电气类基础课程“课赛创
”一体化体系构建

张天鹏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5
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以实践驱动的软件项
目管理课程体系改革

王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6
基于OBE模式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单片机
应用系统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研
究与实践

杨欢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7
“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创新融合模式探
索——以城乡规划专业为研究视角

李丹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098
网络工程专业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与
实践

齐万华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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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2019099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基于项目的设计构成
教学改革研究

赵卫辉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0
设计类专业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研究与实
践

李吴宏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1
基于PDCA循环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

郭卫云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2
构建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金课”建设研
究

韩翠英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3
基于Python应用模型辅助的信号与通信课
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石玉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4 思政铸魂与艺术教育融合研究 田丰毅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5
创新创业背景下地方高校大学生深度学习
研究

周阳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6
基于“任务驱动式+科研项目制”的工程
“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苗晓鹏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7
“互联网+”背景下《多媒体技术》课程
混合式学习模式的研究

高鉴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8
“教为中心”变“学为中心”的课堂评价
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刘栓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09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毛概”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王伟玲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0
立足高校思政课——“一主三辅”实践教
学模式的探索

王秀君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1
协同育人下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研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孟祥云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2
新时代全程性贯彻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
究

张继军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3
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研究
——以安阳工学院为例

康  博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4
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研究

何慧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5 “五环”创新创业教育机制构建与实践 董胜伟 一般项目 3000

AGJ2019116
新时代工科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探
究

赵建周 一般项目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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