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高校名称 负责人
立项级别或奖
励级等级 备注

2017ppzy23 特色（品牌）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安徽工程大学 刘有余 省级
2017kfk065 精品开放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 安徽工程大学 谢荣见 省级
2017kfk066 精品开放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安徽工程大学 卜晓勇 省级
2017kfk067 精品开放课程 棉纺质量控制 安徽工程大学 储长流 省级
2017kfk068 精品开放课程 服装CAD 安徽工程大学 袁惠芬 省级

2017jyxm0319 教学研究项目
建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力学与

土木类课程教学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张金轮 省级一般

2017jyxm0320 教学研究项目
大数据视角下高等教育管理决策机制

优化及实现路径
安徽工程大学 陈阳 省级重点

2017jyxm0321 教学研究项目
面向协同创新的软件工程专业产教融

合的探索
安徽工程大学 严楠 省级重点

2017jyxm0322 教学研究项目
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英语课

程体系建设
安徽工程大学 唐雪梅 省级重大

2017jyxm0323 教学研究项目 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创新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孙丽芳 省级一般

2017jyxm0324 教学研究项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机械制造

装备设计”课程改革
安徽工程大学 于华 省级一般

2017jyxm0325 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科研项目为载体的环境生态学研

究性创新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徐大勇 省级一般

2017jyxm0326 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OBE理念的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凤权 省级重大

2017jyxm0327 教学研究项目
跨学科融合视角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的路径选择与支持机制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汪张林 省级重大

2017jyxm0328 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MOOC的自制嵌入式综合实验创新

平台及解决方案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陈孟元 省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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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jyxm0329 教学研究项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下工科专业高等数

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王传玉 省级重大

2017jyxm0330 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提升教学质量的市场营销专业课

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周爱珠 省级重点

2017jyxm0331 教学研究项目 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安徽工程大学 张文明 省级重点
2017jyxm0332 教学研究项目 公共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有效性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张勇 省级一般

2017jyxm0333 教学研究项目
地方高校科研成果提升教学质量的长

效机制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石磊 省级一般

2017jyxm0334 教学研究项目
成果导向（OBE）理念下课程体系的

设计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贾文友 省级一般

2017jyxm0335 教学研究项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电工电子实

验改革
安徽工程大学 王正刚 省级一般

2017jyxm0336 教学研究项目
新标准背景下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教
学评价的改革研究——基于安徽工程

大学的理论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谢叶寿 省级一般

2017jyxm0337 教学研究项目
车辆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
实施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王建平 省级一般

2017jxtd028 教学团队 信息处理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安徽工程大学 杨会成 省级

2017sjjd022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安徽工程大学安徽佑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安徽工程大学 许钢 省级

2017sxzx24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汽车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安徽工程大学 肖平 省级
2017sxzx25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纺织技术实验中心 安徽工程大学 张朝辉 省级
2017ghjc163 规划教材 精通LabVIEW信号处理 安徽工程大学 周鹏 省级
2017ghjc164 规划教材 管理学 安徽工程大学 周晓宏  李国富 省级
2017ghjc165 规划教材 电子设计CAD系列教程 安徽工程大学 王冠凌 省级
2017ghjc166 规划教材 Java编程语言：实践者之路 安徽工程大学 刘涛 省级
2017ghjc167 规划教材 DSP原理与实践-基于TMS320F28x系列 安徽工程大学 周鹏 省级
2017ghjc168 规划教材 人力资源管理教材 安徽工程大学 谢荣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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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ghjc169 规划教材 控制工程基础 安徽工程大学 王海 省级
2017ghjc170 规划教材 计算机网络 安徽工程大学 汪军 省级
2017ghjc171 规划教材 影视动画短片创作 安徽工程大学 陈党 省级

2017jxcgj004 教学成果奖
“依托竞赛、面向工程、强化实践”
的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王冠凌 代广珍 顾
梅 王正刚 叶杨
汪石农  李炜

一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005 教学成果奖 学科竞赛助力新工科建设的探索 安徽工程大学
严楠 汪军 李钧
戴家树 章平 唐肝

翌
一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178 教学成果奖
依托学科竞赛，促进专业教学改革，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安徽工程大学

周爱珠 谢荣见 李
亚文 汪磊 何慧妍

三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179 教学成果奖
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
机械基础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王静平 李俊萍 李
仁军 喻全余 奚琳

三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180 教学成果奖
以学科竞赛为驱动，强化工科大学生

节能减排实践创新能力
安徽工程大学

魏胜华 钟相强
唐海 肖平 李现府

三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181 教学成果奖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研，
赛教学研相长”——新工科人才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何朝林 俞云 王冠
凌 张云丰 谢荣见
何慧妍 王凤莲

三等奖
转评
类

2017jxcgj299 教学成果奖
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及其评价

机制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张春  叶常林  陶
庭先  高宏  陶旭
晨  冉昆玉  李凯

一等奖

2017jxcgj315 教学成果奖
“四位一体”工商管理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周晓宏  王凤莲
谢荣见 汪张林 徐

斌秀
一等奖

2017jxcgj432 教学成果奖
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小学期制模式的

构建与实施
安徽工程大学

黄凯 朱铁军 张学
东 承杰 王淮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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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jxcgj436 教学成果奖
高等设计教育培养方案中传统文化课

程体系的构建
安徽工程大学

陆峰 詹凯丽 齐宛
苑 田培春 付晓惠
季益武 侯琪玮

二等奖

2017jxcgj468 教学成果奖
基于CDIO的软件工程专业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汪军 严楠 强俊
胡平 汪国武

二等奖

2017jxcgj555 教学成果奖
通识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双

向互动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刘聪 王黎芳 李卫
华 王燕

三等奖

2017jxcgj556 教学成果奖
体育表演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文才新 胡万祥 胡
好 颜小燕 王传平

薛保红
三等奖

2017jxcgj560 教学成果奖
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化应用型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
安徽工程大学

郭兴众 朱铁军 金
成星 张春 张学东

三等奖

2017mooc018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示范项目

服饰配套艺术 安徽工程大学 邬红芳 省级

2017mooc019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示范项目

控制工程基础 安徽工程大学 王海 省级

2017zhkt039 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产业用纺织品智慧课堂试点 安徽工程大学 杨莉 省级
2017zhkt040 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学科竞赛综合讲座智慧课程试点 安徽工程大学 张丽平 省级
2017zhkt041 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建筑初步智慧课堂试点 安徽工程大学 李茜 省级
2017zhkt042 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服务营销智慧课堂试点 安徽工程大学 纵翠丽 省级
2017zhkt043 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跨文化交际智慧课堂试点 安徽工程大学 郑仲春 省级

2017xgkxm23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
基于组织模式创新的机器人学院研究

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许德章 省级

2017xgkxm24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
面向新经济的轻纺类工科专业改造升
级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和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毕松梅 省级

2017xgkxm25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
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 安徽工程大学 何朝林 省级

2017xgkxm26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
借鉴德国工程教育模式探索地方性高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安徽工程大学 许钢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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