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教学成果应用及

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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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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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南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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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纺织之光”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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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获奖等级

1 全员参与  全程协同  纺织工程专业“卓工计划”的实践与创新
王鸿博，黄锋林，谢春萍，徐阳，蒋高明，潘如
如，丛洪莲

江南大学 特等奖

2 纺织工程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潘志娟，左保齐，蒋耀兴，祁宁，邢铁玲，眭建
华，冯岑，王国和，龙家杰

苏州大学 特等奖

3 基于“114”教学建设与改革，协同培养工匠型非织造专业人才
张瑜，李素英，张伟，臧传锋，任煜，顾闻彦，
颜婷婷，孙青，张广宇，曹振博，付译鋆

南通大学 一等奖

4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  依托纺织行业  提高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的改革与实践

陈奕梅，张牧，修春波，熊慧，陈云军 天津工业大学 一等奖

5 产学研融合纺织设计与管理国际联合高层次人才培养 陈雁，王立川，陈国强，关晋平 苏州大学 一等奖

6
需求引导、教研协同、校企联动的创新型工程应用非织造人才培养
探索与实践

于斌，祝成炎，杨斌，陈建勇，王银燕，钱建
华，刘婧，余厚咏，郭玉海

浙江理工大学 一等奖

7 基于轻纺行业特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王秀山，牟光庆，耿新英，岳向丽，尹琦，董学
祯，王琳，姚晔，孙晓程，许姝佳，孟宁

大连工业大学 一等奖

8
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种突出知识型实践能力培
养的复合型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孙宝忠，韩哲宇，黄朝阳，余木火，潘利剑，孙
泽玉，魏毅，朱姝，刘夏慧

东华大学 一等奖

9 校企协同创新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书兰，杜国良，姜永杰，章莉锋，杨孙蕾，杨
金键，肖丽，刘圣妮

武汉纺织大学 一等奖

10 《机织工程》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潘如如，徐阳，黄锋林，周建，王鸿博 江南大学 一等奖

11 服装技术深度融合下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列课程建设
罗戎蕾，支阿玲，吴巧英，DeborahBeard，季晓
芬，叶海莲，刘丽娴，杜华伟，沈海娜

浙江理工大学 一等奖

12 基于“哲匠”思维的服装类专业核心系列课程多层次教学改革
刘丽娴，季晓芬，任力，陈敏之，支阿玲，王羽
佳，胡蕾，朱伟明，沈雁，罗戎蕾，叶海莲

浙江理工大学 一等奖

13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新型纺纱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叶静，何建新，任家智，喻红芹，李雪月，朱正
锋，宗亚宁，邱万福

中原工学院 一等奖

2017年“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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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获奖等级

204
构建三层次四平台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育科创+文创特色高素质
创新创业人才

宋丽贞、胡海洋、景亮、姬广凯、邵楠 东华大学 三等奖

205
坚持“四项原则”，创建与服装产业“同频共振”的实践教学体系
研究与实践

王佩国，郝瑞闽，张技术，孙庆国，卫保卫，何
亚男，张英姿，濮琳姿

常熟理工学院 三等奖

206 基于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大学生工程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付晓莉，车江宁，张伟杰，杨树峰，耿兴隆，吴
军，胡敏

中原工学院 三等奖

207
基于工程教育理念的服装专业本科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实践
教学改革

杨娟，李晓燕，沈岳，徐蓼芫，杨佑国，吴圆
圆，陈雯

南通大学 三等奖

208 纺织品设计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与实践 肖军，邓中民，陈益人，武继松，陈军，曹根阳 武汉纺织大学 三等奖

209 轻化工程专业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林杰，路艳华，程德红，卢声，郝旭 辽东学院 三等奖

210 提升高校纺织服装专业青年教师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的实践探索 刘兆麟，任红霞，石宝，马晓红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211 纺织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许兰杰，张明光，郭昕，曹继鹏，于学成 辽东学院 三等奖

212 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玉国，祝彦知，张春丽，赵毅，胡江春，殷晓
三，王爱勤，杨小卫

中原工学院 三等奖

213
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平台的软件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车战斌，邵奇峰，李廷利，缑西梅，余雨萍，郭
丽

中原工学院 三等奖

214 纺织材料学实验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翟亚丽，冯源，毛慧贤，张慧，张海霞 河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215 以问题求解为导向的工业设计创新教学探索与实践 姚子颖，徐洋，王思萍，骆祎岚，陈玉洁 东华大学 三等奖

216 基于威客平台的“三真四融”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 徐照兴，杨水华，杨志文，赵德福 江西服装学院 三等奖

217 纺织领域工程硕士优秀学位论文分析及优秀学位论文案例库建设
晏雄，徐广标，张慧萍，庄兴民，崔启璐，郭珊
珊

东华大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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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南省高等院校

教育信息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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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级和省级质量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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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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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高〔2021〕36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国家级
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7 号）转发给你

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明确目标。2020 年度，我省高校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153 个。截至目前，我省共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 262 个，立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08 个。各高校要把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作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人才培

养中心地位的重要抓手，坚持一流标准，强化服务面向，培养一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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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家级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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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教高〔2009〕775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转发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四批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

设点的通知》(教高函〔2009〕16 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承担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的有关学校，要进一步贯彻《教育

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

见》(教高〔2007〕1 号)精神，认真按照《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教高〔2007〕14 号)要求，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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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过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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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 9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人事司（100835） 电话：010-58933246

E-mail:tujianpinggu@163.com 传真：010-5893338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建环评〔2021〕第 30 号

关于中原工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评估（认证）结论的通知

中原工学院：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

估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并投票表决，同意考查小组对你校的考查报

告，决定通过你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合

格有效期 6 年，自 2021 年 5 月起至 2027 年 5 月止。请你校按照考

查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改进措施，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不断推动专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本轮评估（认证）合格有效期内，你校应聘请两位教学质量

督察员（校外具有高级职称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专家各 1 名）于 2024

年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进行一次教学质量督察，督察工

作结束后，请及时将督察员签名的督察报告报评估委员会秘书处备

案。如需保持评估（认证）有效期的连续性，须在有效期届满前一

年重新提出评估（认证）申请。

附件：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现场考查报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2021 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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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家级虚拟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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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类型 教研室名称 学校名称 带头人

1
课程（群）
教学类

口腔修复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周永胜

2
课程（群）
教学类

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车　浩

3
课程（群）
教学类

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课程群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汪　琼

4
课程（群）
教学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孙熙国

5
课程（群）
教学类

政治学原理课程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王浦劬

6 专业建设类 基础医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王　韵

7 专业建设类 护理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尚少梅

8 专业建设类 艺术史论专业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彭　锋

9
教学研究改革

专题类
俄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宁　琦

10
教学研究改革

专题类
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改革

虚拟教研室
北京大学 张久珍

11
课程（群）
教学类

数据库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杜小勇

12
课程（群）
教学类

财务管理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王化成

13
课程（群）
教学类

资本论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陈享光

14
课程（群）
教学类

农业经济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唐　忠

15
课程（群）
教学类

社会学概论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冯仕政

16 专业建设类 法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王　轶

17 专业建设类 档案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张　斌

18 专业建设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人民大学 王　易

19
课程（群）
教学类

细胞生物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清华大学 陈晔光

20
课程（群）
教学类

基础力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清华大学 李俊峰

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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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教研室名称 学校名称 带头人

294
课程（群）
教学类

中医诊断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福建中医药大学 李灿东

295
课程（群）
教学类

中药炮制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江西中医药大学 杨　明

296
课程（群）
教学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虚拟教研室

江西师范大学 周利生

297
课程（群）
教学类

中国税制课程虚拟教研室 江西财经大学 王　乔

298
课程（群）
教学类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金工）课程群
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孙康宁

299
课程（群）
教学类

设计理论与整合创新课程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王震亚

300
课程（群）
教学类

英语写作课程群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王俊菊

301 专业建设类 考古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方　辉

302 专业建设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孙晋海

303
教学研究改革

专题类
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虚拟教研室 山东大学 张树永

304
课程（群）
教学类

海洋学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海洋大学 王秀芹

305 专业建设类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海洋大学 史宏达

306 专业建设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海洋大学 王树青

307 专业建设类 水产养殖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海洋大学 麦康森

308
课程（群）
教学类

油气地球物理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印兴耀

309
课程（群）
教学类

油气田开发地质课程虚拟教研室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张立强

310 专业建设类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蒋有录

311 专业建设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虚拟教研室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刘欣梅

312 专业建设类 应用物理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青岛科技大学 王　霞

313
课程（群）
教学类

建筑技术课程虚拟教研室 山东建筑大学 崔艳秋

314
教学研究改革

专题类
山东教师教学发展研究虚拟教研室 山东师范大学 徐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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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河南省一流本科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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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河南省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

63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用户中心 | 中国政府网 | 教育部 | 河南省政府网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201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度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教高〔2013〕438号）安排，经学校申报、资格审

查、专家评审，我厅决定批准郑州大学的机械工程等151个专业点为201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现予公布（名单详见附件）。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作为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办学定位、学

科特色和服务面向等，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推进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促进

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

附件：201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立项名单

河南省教育厅

2013年7月1日

附件

201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立项名单

您好，今天是2020年08月10日 ，欢迎访问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网站！ 海口 27℃～34℃ | 空气质量： 优

首页 >信息公开>文件通知 >正文 分享到

关于公布201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

教高〔2013〕613号
2013-07-23 14:59:16 【浏览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教育厅办公室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项目

负责人
主要参与人（限10人）

1 郑州大学 机械工程 80201 秦东晨

李 成、韩 捷、马胜钢、

张琳娜、赵明暤、苏智

剑、刘德平、张爱梅、刘

武发

2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 110206 杜书云

龚绍方、刘 昱、高 雅、

刘晓英、饶品样、

任 翰、郭素婷、王淑

华、史灵歌

3 郑州大学 生物技术 70402 祁元明

黄进勇、田保明、关方

霞、史团省、朱大恒、康

巧珍、吴 健、刘 伟、崔

慧芳

钱建成、康建明、卢二

洹、穆念伟、刘永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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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原工学院 网络工程 080903 郑秋生

勇、潘 恒、王文奇、孙

飞显、夏 冰、李向东、

董跃钧、盛剑会

72 中原工学院 土木工程 081001 祝彦知

边亚东、张玉国、张春

丽、潘洪科、海 然、孙

玉周、胡江春、张志增、

殷晓三、杨小卫

73
中原工学院信

息商务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110102 孙学军

黄 乾、李湘露、闫丽

霞、李蔚田、王趁荣、胡

雪松、刘 帆、王 芬、

熊 壮

74 周口师范学院 物理学 070201 杜远东

张献图、李韶峰、常加

忠、支联合、刘奎立、

金 刚、陈伯俊、韩金

钟、周小东

75 周口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050101 高恒忠

周全田、宋 玮、米学

军、王 剑、张华莉、

任 动、苑青松、丁恩

全、刘成勇

76 周口师范学院 化学 070301 谢建平

詹秀环、陈亚红、王振

领、丁永杰、王子云、姚

新建、武 文、彭 鹏、杜

晓迪

77
安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660214 张瑞平

史红生、段俊伟、王现

军、索成林、岳素萍、赵

光伟、范 玲、张红霞、

张 伟、刘景州

78
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

术
580201 刘美琪

张洪涛、李 芳、冀 慧、

周旭辉、李 红、汪玉

平、侯 磊、王子剑、姬

鹏飞、牛振华

79
河南财政税务

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电算化 620203 马荣贵

李爱红、柯 明、韩丽

平、金颖颖、张桂丽、马

江波、张林峰、秦 丽

80
河南工业贸易

职业学院
粮食工程 610307 黄社章

左锦静、张庆霞、白剑

侠、张作勇、魏金霞、郭

翎菲、程 玲、于学军、

苏锡云、狄艳芳

81
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会计电算化 620204 杨俊峰

胡玲玲、吴希慧、姬海

莉、周金琳、王 娜、

景 静、李 峰、曹 鹏、

徐静波、薄洪涛

82
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计算机控制技

术
580205 王 伟

刘明黎、陆 剑、王林

生、席东河、马磊娟、王

风燕、霍大勇、李炜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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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原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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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河南省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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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工匠人才

73



74



2.10 河南省课程思政

样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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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河南省 2021 年本科高校课程

思政项目建设名单的通知 

教高〔2021〕432 号 

各本科高校： 

  按照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的指导意见》（教高〔2020〕314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本科高校第

二批课程思政项目建设的通知》（教办高〔2021〕239 号）要求，经高校申

报、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等环节，认定郑州大学“化工原理”等 200 门课程为

我省 2021 年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样板课程，立项河南大学“地理信息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等 31 个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特色化示范中心”等 16 个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特色化示范中心

建设项目。 

  课程思政建设项目是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

校要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循序渐进，以点带面，构建全面覆

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

系。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

阵地”、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强化示范引领，强化资源共享，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将思政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构建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河南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特色化示范中心建

设期为两年，两个项目须填报立项建设任务书，建设期满后我厅将组织专家对

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将分别认定为河南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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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信阳师范学院 甘露 图案设计 朱四倍，陈馨，邓雪萍，刘焱，袁泽辉

77 信阳师范学院 钱道静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张言军，朱敏霞，毕晋

78 信阳师范学院 陈新武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涂友超，范春凤，王鹏，连帅彬

79 新乡医学院 刘东华 医用物理学 张彬，杨楠，秦鑫，高智贤，陈洪涛

80 新乡医学院 闫岑 大学语文 方天云，刘艳妮，张功震，靳隽，颜秉新

81 新乡医学院 赵林静 医学微生物学 杨帆，邓保国，魏纪东，陈萍，岳学强

82 新乡医学院 宋娜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单琳琳，杨赟，张煜，刘友勋，康瑞林

83 新乡医学院 王寅彪 卫生检疫学 陶玲，徐鹏卫，石如玲，崔新宇

84 中原工学院 边亚东 结构力学 翟莹莹，袁振霞，马豪豪，赵毅，李晓芬

85 中原工学院 吴婷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郭微微，刘凤华，盛剑会，程传鹏，周雪燕

86 中原工学院 张留学 分析化学 焦书燕，贾旭，喻国敏，王秀莲，杨海燕

87 中原工学院 但永平 模拟电子技术 王凤歌，李晓荃，耿世勇，孙丽娟，薛立

88 中原工学院 丁淑敏 安全科学原理 陈亮，靳晓华，王天瑜，李晓艳，许红利

89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朱兰兰 科技档案管理学 祝洁，王会粉，杨春雨，郝伟斌，刘国华

9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张国辉 生产计划与控制 高广章，申晓晶，王佳佳，刘星，葛晓梅

9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丁华 创新管理 闫俊周，周常宝，李武威，靳琳琳，李靖雨

9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元朋 机械制造技术 尹欣，田国强，张丽娜，刘铁军，刘晗

9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丰团 财务管理 张功富，吴琳芳，周雪峰，张靖，马德水

94 河南科技学院 赵新亮 现代农业概论 岳庆玲，朱启迪，李小军，徐丽娜，贾普君

95 河南科技学院 王晶 儿童发展 马燕，李建芹，张伟，李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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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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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河南省高等学校

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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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评审结果名单

1.本科教育类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主要成员 牵头单位 层次类别

1 一流化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臧双全
李中军、李恺、李朝辉、程瑞彩、徐顺、郝新奇、

宋传君
郑州大学 重大

2
基于“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医学复合式拔

尖人才培养新范式
巴月

付晓丽、吴建、杨海燕、邓启红、周郭育、平智广、

冯斐斐、黄辉、李志远、马军
郑州大学 重大

3
河南省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智能化管理的研究与

应用示范
马国杰

王志武、侯建华、马建宏、于善启、郭玉明、侯翠

红、宋传军、张鬲君、李展、乔德旗、刘学军、曹

矿林、李玲、徐梦影、李仕玉、郭依舒、张静、朱

琳影

郑州大学 重大

4
服务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的“双一流”高校一流本科

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王振存

刘志军、阚云超、王北生、周海涛、杨光钦、郎永

杰、周岸、杨飞云、王举、李向辉、张务农、梅冰、

王海凤、乔运超

河南大学 重大

5
基于党委统揽作用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构与优化

研究
卢克平 张洁梅、卞良、孟艳、李思蒙、吴洪富 河南大学 重大

6
筑基与超越：地方“双一流”高校课程质量提升模

式创新研究
阚云超

张向东、白永强、朱显峰、郝兆杰、张琨、赵海鹏、

武广洋
河南大学 重大

7
新农科“三段双道双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创新

实践
汤继华

尹新明、张红阳、苗琛、宋安东、代莉、郭红祥、

王宜伦、胡选振、李红娟
河南农业大学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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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主要成员 牵头单位 层次类别

224
智慧教育和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类专业新型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
尚会超

张伟杰、胡敏、李峥峰、李云、焦锋、陈江义、郭

士锐、周高峰、殷晓龙
中原工学院 重点

225
专业认证理念下课程组融合的智慧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与实践
杨红英

卢士艳、黄鑫、周金利、李虹、张靖晶、杨志晖、

杜姗、杨俊鹏、韩云飞、孙舒扬、张淑荣、庄超、

曲志明

中原工学院 重点

226
“智能+”时代本科高校虚拟基层教学组织研究与实

践
孙玉周

赵毅、边亚东、李闪、王英杰、杨华、王燕锋、戚

福周、王博、蔡哲、张龙、吴学领、张珺、薛绍华
中原工学院 重点

227
以书院制改革引领地方高校育人能力提升的探索与

实践
李捷

申晓晶、衡峰、张国辉、李晓东、吴琳芳、何迎亚、

符柯、王友峰、胡卫东、赵江涛、李驰、郭永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228
工商管理类专业一流本科人才“管工结合”培养模

式研究
叶忠明

李晓东、李玲玲、王秀芬、闫俊周、张功富、杨华

领、赵璐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229
数字经济时代高校经管类专业跨学科协同共建机制

研究与实践
郝爱民

马凌远、陈中伟、郭力、杨波、万举、李鹏、贺书

平、赵静、宋博、王晓刚、徐延军、付玉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230
材料类创新型应用人才 E-SIC 持续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关莉

李明亮、樊磊、孙德建、张锐、郭晓琴、范冰冰、

张新房、杨梦婕、徐东卫、杨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231
“理工融合、强化支撑”--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物理

课程重构与模式优化
陈雷明

袁庆新，段向阳，杨鹏，张梦雯，李启璘，文振华，

程琤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232
基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航空发动机维修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文振华

方鹏亚，任淑红，尹莉萍，王瑶瑶，赵竹君，马震

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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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纺织之光”

高等教育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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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联函〔2021〕119 号 

关于公布“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纺织服装高等院校： 

根据《关于申报“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的通知》（中国纺联函〔2021〕30号）精神，各有

关本科院校组织开展了纺织服装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共

有51所院校申报教育教学改革项目892项。经评审，确定767个项

目为“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设周期 

本次立项着重围绕纺织服装行业及其相关专业需求，着眼于

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加强整合、注重实践、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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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单位 教改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
类别

497 2021BKJGLX497 中原工学院 地方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郭微微 韦映梅、李新杰、孙爽、郭晨、王博 5

498 2021BKJGLX498 中原工学院、重庆大学
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为主的地方高校经管类课程思政教学重构多案例研
究

韦映梅 郭微微、闫威、李紫瑶、刘克兴、李婷、孙雪婷 3

499 2021BKJGLX499 中原工学院 校企合作视域下《视听语言》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杨博 王春枝、张锋、霍小宁、赵红玲 3

500 2021BKJGLX500 中原工学院 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纺织服装类专业学生数学能力培养的新模式 宋长明
张建林、高冉、张洪涛、李吉娜、钱德亮、顾聪、张
喆

2

501 2021BKJGLX501 中原工学院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纺织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利平 李红、王博、贺庆、冯军兰、袁佩玲、孙静静、张坤 3

502 2021BKJGLX502 中原工学院 构建一流课程下课程思政案例的探索与实践——以《机械原理》课程为例 郭士锐 李晓磊、崔英浩 、程军红、尚会超、李春广 3

503 2021BKJGLX503 中原工学院 流体传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与实践 安向东 杜虹、朱从云、刘雪霞、周高峰、胡敏、徐景霞 4

504 2021BKJGLX504 中原工学院 基于学科竞赛驱动的地方高校机械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素香
魏茜、安向东、于贺春、崔江红、张林静、徐景霞、
王汉斌

4

505 2021BKJGLX505 中原工学院 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机械专业互联网+技术培养的探究 靳继勇
邓大立、李雪丽、徐航、张素香、席建普、任东旭、
徐景霞

2

506 2021BKJGLX506
中原工学院、郑州经贸学
院

面向新文科的省属理工本科高校经管类专业协同育人质量提升研究 黄新春
穆云超、范文捷、柴金艳、薛绯、赵卫红、孙学军、
陈祺琪

4

507 2021BKJGLX507
中原工学院、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中北大学

基于“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物流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李紫瑶 孙学军、任爱莲、李超、张爱琴、刘克兴、赵莉 2

508 2021BKJGLX508 中原工学院 数智经济时代下的会计专业类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用研究 刘琦 郭正杰、马朝杰、张国永 3

509 2021BKJGLX509
中原工学院、郑州经贸学
院、河南工程学院

数字中国战略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江岭
李淑平、张超、王彦杰、齐明霞、马朝杰、张国永、
吕金梅

1

510 2021BKJGLX510
中原工学院、郑州职业技
术学院

“创新驱动+在线辅助”：纺织高校管理类课程教学模式的快速混合式重塑 任方旭 郭微微、薛绯、任方军、钱晓惠、黄新春、赵志泉 3

511 2021BKJGLX511
中原工学院、郑州经贸学
院

新文科背景下大数据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闫丽霞
赵志泉、赵卫红、李艳琦、赵卫旭、孙小丽、王趁荣
、胡源

2

512 2021BKJGLX512 中原工学院 ACBSP国际认证视域下高校会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寿怡君 蔡海霞、张竟竟、王蕾、李闪、尹郑刚 2

513 2021BKJGLX513
中原工学院、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

面向纺织服装行业的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路径及对策研究 赵卫旭
刘琦、孙学军、孙小丽、闫丽霞、赵卫红、王蕾、陈
国栋

4

514 2021BKJGLX514 中原工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土建类专业虚拟基层教学组织研究与实践 边亚东 王凯、魏明汉、戚福周、 丁鹏初、赵毅、马豪豪 2

515 2021BKJGLX515 中原工学院 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工程概预算》课程改革 孙敏
马骁、李琼、孙光林、杨伟利、谢顺利、翟莹莹、王
忠辉

3

516 2021BKJGLX516 中原工学院 基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实践 尹松 于水生、魏明汉、陈金、戚福周、李新明 3

517 2021BKJGLX517 中原工学院 纺织工程专业学生力学建模能力培养的实践逻辑 常利武 孙玉周、王锦燕、许君风、杜亚志 6

518 2021BKJGLX518 中原工学院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惠存 王志留、王凯、边亚东、于水生、丁鹏初、魏明汉 2

519 2021BKJGLX519 中原工学院 基于MOOC平台的结构力学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马豪豪 边亚东、赵毅、翟莹莹、戚福周 3

520 2021BKJGLX520 中原工学院 新工科理念下土木类专业人才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赵毅 王英杰、王燕锋、王志留、张玉国、邢桂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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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87



88



89



5.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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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三峡库区大型松散

堆积土滑坡监测与工

程防治虚拟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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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20〕502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教办高〔2020〕224 号）

要求，经学校申报、会议评审和网上公示，我厅确定郑州大学《基

于工程实践的创新创业能力训练虚拟仿真实验》等 154 个项目为

2020 年度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立项建设项目，现予以公布

（名单见附件）。 

各有关高校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大经费投入，强化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建设，完善考核、奖励、监督机制和实验教学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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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张 昕 姜 彤、王江锋、索 奎、杨成杰 地质类 一般

序号 学校名称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成员 所属类别 备注

116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减隔震设计分析虚拟

仿真实验
汪志昊 陈记豪、王廷彦、李晓克、李立峰 力学类 一般

117 河南中医药大学 失眠患者辨证施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杨英豪 张 琼、杨冬云、张 蕾、秦元梅 护理学类 一般

118 河南中医药大学 医学创新实验的设计和推演虚拟仿真系统 李 伟 李 光、曹 珊、乔漫洁、张明昊 基础医学类 一般

119 河南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硬件虚拟仿真实验 耿方方 张太行、许玉龙、韩永光、闫培玲 计算机类 一般

120 郑州轻工业大学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曹祥红 李 森、武东辉、任 静、刘玉雪 电气类 一般

121 信阳师范学院 电磁波的反射与透射 孙金土 龚 克、王 鹏、葛立新、赵 华 电子信息类 一般

122 信阳师范学院 煤制甲醇生产工艺3D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于永生 燕昭利、姜通武、王迎辉、井强山 化工与制药类 一般

123 信阳师范学院 物联网组网虚拟仿真平台 李国梁 王新霞、马文鹏、熊 炎、刘道华 计算机类 一般

124 信阳师范学院
兰科药材专用菌剂固态发酵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赵昕梅 远凌威、陈世峰、饶本强、柯丹霞 生物工程类 一般

125 信阳师范学院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
赵 耿 郭沛音、王玲玲、刘培芳、李 莉 仪器类 一般

126 新乡医学院 CT 设备结构原理虚拟仿真实验 杨 楠 常海敏、崔莉萍、张文超、于 毅 生物医学工程类 一般

127 中原工学院 卷积神经网络原理与应用虚拟仿真实验 王佩雪 刘伎昭、朱 光、冯国朋、刘卫光 计算机类 一般

128 中原工学院
三峡库区大型松散堆积土滑坡监测与工程

防治虚拟仿真实验
边亚东 王 凯、瞿博阳、袁振霞、陈雨婷 土木类 一般

129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机翼蒙皮平面应力状态分析虚拟仿真教学

项目
牛瑞涛 侯军兴、李学府、范以撒、尹凯军 力学类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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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复杂环境作用下土

的力学性质虚拟仿真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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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河南省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教高〔2019〕672 号

各本科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认定工作的通知》（教办高〔2019〕369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

会评答辩和公示，我厅确定安阳工学院《典型飞机结构部件前机身装

配及双机器人铆接虚拟仿真实验》等 153 个项目为 2019 年度河南省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立项建设项目，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有关高校要发挥主体作用，加大经费投入，强化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团队建设，完善考核、奖励、监督机制和实验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项目建设团队要继续建设完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并保持对外联

通开放，提供稳定、优质的实验教学服务，为全省高等学校提供实验

教学示范。各高校要积极借鉴和应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成果，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稳步提升实验教学质量。我厅

将适时组织开展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教学实践与效果、服务

质量、持续更新等方面的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价，对未达标的实验教学

项目，将取消其立项建设资格。

附件：2019 年度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

2019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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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负责人 所属类别

147 中原工学院 营销管理虚拟仿真实验 李湘露 经济管理类

148 中原工学院 服装关键部位结构与造型匹配虚拟仿真实验-袖山与袖窿匹配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刘让同 艺术学类

149 中原工学院 复杂环境作用下土的力学性质虚拟仿真实验 曹 健 土木类

150 中原工学院 非织造材料针刺工艺与设备虚拟仿真 崔江红 机械类

151 中原工学院 无人驾驶环境感知技术虚拟仿真实验 刘卫光 计算机类

152 周口师范学院
基于超导核磁共振氢谱仪 Bruker400 教学操作与日常维护 3D 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李志伟 化学类

153 周口师范学院 县级融媒体新闻生产虚拟仿真教学实训项目 孙红震 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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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

5.3 垃圾土室内沉降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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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高〔2018〕991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河南省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 2018-2020 年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教高〔2018〕267 号）和《河南省教

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

工作的通知》（教办高〔2018〕518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会评

答辩和公示，我厅确定郑州大学局部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胸前腋区等 100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 2018年度立项建

设项目，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有关高校要发挥主体作用，加大经费投入，强化虚拟仿真

98



实验教学团队建设，完善考核、奖励、监督机制和实验教学效果

评价体系。项目建设团队要在坚持“能实不虚”的基础上加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力度并保持对外联通开放，提供优质实

验教学服务，为全省高等学校提供示范。各高校要积极借鉴和应

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成果，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

实验教学模式，促进实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我厅将适时组织开

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教学实践与效果、服务质量、

持续更新等方面的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价，对未达标的实验教学项

目，将取消其立项建设资格。 

 

附件：2018 年度河南省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

设名单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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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类别 有效链接网址 

84 郑州大学 洗胃术操作及人文关怀虚拟仿真实验 张  艳 护理学类 http://47.105.87.81:8888/ 

8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杨氏模量虚拟仿真实验 张忠锁 物理类 

http://jx.zzgyxy.com/wljxpt/kcIn

dex.action?kcdm=284752&yhb_id=&k

clmb_id=1&kclmszb_id=14350 

8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DOE试验设计虚拟仿真 张  霖 经济管理类 
http://gsglxy.zua.owvlab.net/vir

exp/prepare_login 

8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PCB 表面贴装生产线全流程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 
陈  宇 电子信息类 http://dztxxnfz.zua.edu.cn  

8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商业银行经营模拟仿真实训项目 王静娅 经济管理类 http://60.205.113.0:7004/ 

89 郑州轻工业学院 四塔精制工艺及装备仿真实训 许培援 机械类 

http://www.es-online.com.cn/coop

erationcenter/Index.aspx?id=1041

22 

90 郑州轻工业学院 智能机械制造系统计划与执行综合实验 肖艳秋 机械类 
http://jxfz.zzuli.edu.cn/s/250/t

/991/p/1/c/21140/list.htm 

9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金融 ERP虚拟仿真实验 何  伟 经济管理类 
http://eme.shengda.edu.cn/info/1

034/1297.htm 

92 郑州师范学院 认知加工机制的虚拟仿真实验 晋  争 心理学类 
http://jyxy.zznu.edu.cn/xunijiao

xue/index.html 

93 中原工学院 Vidahouse三维交互空间虚拟仿真设计 孙中华 艺术学类 
http://mooc1.zut.edu.cn/course/2

02219146.html 

94 中原工学院 干涉法测量微小位移虚拟仿真实验 杨林峰 物理学类 
http://60.174.195.213:2000/ZYGGS

F.html 

95 中原工学院 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 边亚东 土木类 http://cj.z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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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部高教司产学

协同育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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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102001005 北京大学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阿里云开源软件开发基础及实践示范课程建设 荆琦

202102012001 北京大学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实践 方跃坚

202102067013 北京大学
北京绿建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城乡建成环境地方性和适宜性技术实践基地 汪芳

202102079012 北京大学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原位杂交虚拟仿真实验 王东辉

202102080001 北京大学
北京闪思科技有限公

司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VR、AI等技术应用背景下的《健康中国2030》战略发

展与实践研究
张锐

202102090001 北京大学
北京天演融智软件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OBE的工程博士英语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评测项
目

张宏岩

202102102016 北京大学
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

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IMED模型在线仿真平台 戴瀚程

202102102017 北京大学
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

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学科研究优势的环境综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建设

刘兆荣

202102111001 北京大学
北京易格通智仿真技

术有限公司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糖尿病小鼠模型制备及降糖药物作用研究虚拟仿真实

验建设项目
潘燕

202102126040 北京大学
北京中科致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公共卫生综合风险管理智能化实验实训平台建设 郭静

附件二

2021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高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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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102123015 中原工学院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OBE为导向的《Python程序设计》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

周雪燕

202102123039 中原工学院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人工智能》师资培训 樊银亭

202102169021 中原工学院
东方瑞通（北京）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产学融合模式下软件工程专业实践基地建设 郭基凤

202102176038 中原工学院
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BIM技术的土建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运行机
制研究与实践

魏明汉

202102181037 中原工学院
港美通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虚拟现实（VR）+”引领化工专业实验教师课程建
设及实践水平提升

陈孔耀

202102183018 中原工学院
谷歌信息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AlphaPoem 郝金龙

202102212069 中原工学院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基于校企合作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践与探索 刘卫红

202102221001 中原工学院
海天消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竞教融合背景下安全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徐德宇

202102255008 中原工学院
河南信安世纪科技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大数据信息安全实践基地建设 郭丽

202102258005 中原工学院
河南智游臻龙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Python机器学习师资培训 夏敏捷

202102267002 中原工学院
湖南三书礼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数学实践类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实践

李吉娜

202102269018 中原工学院
湖南潭州教育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BOPPPS模型的《服装表演编导与策划》链条课程
群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贾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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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102452009 中原工学院
上海储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化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

韩点点

202102452016 中原工学院
上海储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半翻转课堂+半自主设计”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探索

陈鹏静

202102461031 中原工学院
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陶瓷3D打印成型与烧结工艺实验研究 郭小锋

202102463028 中原工学院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BIM技术的智能化建造及管理 杨中宣

202102483030 中原工学院
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MTI智能翻译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姚晓鸣

202102510021 中原工学院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BIM技术的土木工程虚拟仿
真实训平台建设

尹松

202102514002 中原工学院
深圳市伍壹叁教育集

团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数据库课程思政建设 吴婷

202102514011 中原工学院
深圳市伍壹叁教育集

团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2021伍壹叁教育师资培训 郭微微

202102514012 中原工学院
深圳市伍壹叁教育集

团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Python+人工智能师资培训 刘凤华

202102518008 中原工学院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

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基于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周同驰

202102538031 中原工学院
四川世纪中科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数码光学平台开放式物理实验教学体系的师资培
训

郭鹏

202102590024 中原工学院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土木类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共享基地建设 袁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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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项目类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002142070 北京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管理技术混合式课堂建设 陈立军

202002001010 北京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北大软微面向云计算方向的新工科系列课程建设 莫同

202002107011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
TensorFlow2.0 应用案例库 曹健

202002086013 北京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传染病医院职业安全防护训练项目的应

用效果评价
孙宏玉

202002001012 中国人民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数据法学的产教融合课程建设 邓矜婷

202002001073 中国人民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数据科学的产教融合课程建设 朝乐门

202002123018 中国人民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国仪量子（合肥）技术

有限公司
离子阱量子计算教学云平台 高奎意

202002052023 中国人民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量子计算算法演示和开发虚拟仿真实验 许瑞

202002235007 中国人民大学 师资培训
上海萌泰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社会工作学科和产业前沿师资培训 张会平

202002059041 中国人民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日语综合实践课程中的构建与思路 刘妍

202002059062 中国人民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动态系统视角下在线大学英语写作课程多元反馈模式吸收研

究
王晓彤

202002234055 中国人民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人文物理通识与探索性实验实践基地 张威

202002142044 清华大学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泰山服务器的编译原理训练课程设计 陈文光

附件二

2020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高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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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项目类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2002137035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弘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数据师资培训项目 潘惠勇

202002080044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机器学习》师资培训 夏敏捷

202002161019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开来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虚拟现实（VR）技术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的师资培训 杨宇

202002080063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师资培训 张西广

202002107023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
结合TensorFlow、Dart和Flutter的项目实例和应用 赵慧杰

202002069006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北京学佳澳软件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Oracle数据库管理师资培训 郑彬彬

202002049007 中原工学院 师资培训
北京奇虎鸿腾科技有限

公司
中原工学院360网络安全大学师资培训基地 郑秋生

202002069018 中原工学院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学佳澳软件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计算机类新工科大学生校外实习基地 刘卫光

202002300037 中原工学院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亿创宏达（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中原工学院-亿创宏达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刘卫光

202002248031 中原工学院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联合共建信息安全实践基地 夏冰

202002256031 中原工学院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土木类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袁振霞

202002304007 中原工学院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展视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岩土实验实践基地建设 赵毅

202002184069 中原工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内蒙古中关村能源联盟
循环产业园有限公司

“微型创新创业训练”模式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陈思如

202002269039 中原工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苏州高博应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实用型软件工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 郭基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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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项目类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1902034035 河南科技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基于“雨课堂+智慧黑板”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

践与研究
裴亚南

201902112037 河南科技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光辉城市（重庆）科技

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虚拟仿真实践基地建设 李东升

201902214011 河南科技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机器视觉实践教学平台建

设
蔡海潮

201902315035 河南科技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产学融合的智能营销实践基地建设 刘晨昊

201902014048 河南科技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
《创新创业》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设计 杨洋

201902060002 中原工学院 新工科建设
北京学佳澳软件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探索与研究 郭基凤

201902139002 中原工学院 新工科建设
河南省宏安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
新工科背景下机电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与

探索
李雪丽

201902014026 中原工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综合实验的创新教学改

革研究
刘忠柱

201902039012 中原工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奇虎测腾科技有限

公司
网络信息安全新技术及实践教学改革 文坤

201902042014 中原工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睿格致科技有限公

司
《桥梁工程》虚拟仿真教学“金课”建设 殷晓三

201902049009 中原工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天融信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教学改革 单芳芳

201902061027 中原工学院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北京炎凌嘉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物联网技术》课程教学

改革
余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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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级和省级科研

项目、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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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国家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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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

（包干制项目）

惠存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资助您申请的项目。项目

批准号： ，项目名称：52208226 钢管地聚物混凝土柱界面粘结性能与压弯破坏机理研究

，资助经费：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有关项目30.00 2023 01 2025 12

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

请您尽快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认真

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填报说明》并按要求填写《国家自然科学

。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您按修改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您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电子版计划书报送截

止日期前向相关科学处提出。

请您将电子版计划书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

n）提交，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未通过

者，将退回的电子版计划书修改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纸质版计划书（一

式两份，双面打印）并在项目负责人承诺栏签字，由依托单位在承诺栏加盖依托单

位公章，且将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订在其中一份计划书之后，一并报送至自然科

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纸质版计划书应当保证与审核通过的电子版计划书

内容一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

允许依托单位进行一次修改或补齐。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电子版计划书、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并补交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截止时间节点如下：

1． 提交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8日16点：

2． 提交修改后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14日16点：

3． 报送纸质版计划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包含申请书纸2022年10月19日：

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

4． 报送修改后的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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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电子版计划书，并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和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逾期不报计划书或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且未说明理由的，视为自动放

弃接受资助；未按要求修改或逾期提交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者，将视情况给予暂

缓拨付经费等处理。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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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国家级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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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育教学类论文、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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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建筑教育 2022 年第 31 卷第 4 期

JOUＲNAL OF AＲCHITECTUＲ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Ｒ LEAＲNING Vol. 31 No． 4 2022
■■■■■■■■■■■■■■■■■■■■■■■■■■■■■■■■■■■■■■■■

doi: 10．11835 / j．issn．1005－2909．2022．04．023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边亚东，尹松，李新明，等．土的力学性质环境效应虚拟仿真实验设计与实现［J］．高等建筑教育，2022，31( 4) : 177－183．

修回日期: 2021－01－15

基金项目: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1BKJGLX516) ;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02102510021) ; 河南省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2020GGJS136、2019GGJS142) ; 中原工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JG202004)

作者简介: 边亚东( 1975—) ，男，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边坡工程与支撑结构相关教学及研究，( E －mail )

414484262@ qq．com; ( 通信作者) 尹松( 1987—) ，男，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特殊土力学及其工程特

性教学及研究，( E－mail) flysong@ 126．com。

土的力学性质环境效应
虚拟仿真实验设计与实现

边亚东，尹 松，李新明，陈雨婷，王 凯
(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河南省环境岩土工程与地下工程灾害控制工程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7 )

摘要: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手段，开发了复杂环境作用下土的力学性质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系统可通

过虚拟仿真实验装置实现土样反复增湿－脱湿、低温－高温的干湿循环和冻融循环，模拟炎热多雨和酷暑

严寒复杂环境气候对土体力学性状的影响，实现对经历复杂环境作用土样的固结、直剪及三轴试验，测

试土的强度及变形特性。虚拟试验操作过程与实体试验基本相同，试验环境相似，互动感受逼真。学生

可在虚拟环境中直观体验土样的环境模拟及力学试验过程，克服了实体试验中难实现、成本高昂、受时

空限制等困难，在课堂教学时间内学习和认知复杂环境作用对土体力学性状的影响。

关键词: 虚拟仿真; 复杂环境; 干湿循环; 三轴试验; 直剪试验; 固结试验

中图分类号: G642. 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2909( 2022) 04-0177-07

土力学是土木工程及其相关专业核心课程，在现代工程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土工测

试作为土力学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实践环节，不仅可巩固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加深其对土体工程性状

的理解，而且是学生学习科学实验方法和培养实验技能的重要实践途径［1－2］。

炎热多雨和酷暑严寒等剧烈环境作用会使土的力学性能极速衰减，工程设计及施工中如采用

的参数不当，极易引发工程事故［3－4］。土工实验教学中，应引导学生认识环境气候对于土体力学性

能的影响，结合区域环境气候条件对各类土的力学性能衰变规律进行试验研究［5－7］。而我国疆土面

积广阔，土类分布复杂，且跨区域取样成本高昂，难以实现各类土样的采集与环境模拟实验［8－10］。

此外，土样的环境作用模拟( 干湿或冻融循环) 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11－12］，学生难以在有限的实

验课时内全面了解复杂环境作用对不同类别土体力学性质的影响规律。加之经历环境作用的土样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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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硕士生“三位一体” 
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边亚东 1，郝育喜 1，纠永志 1，马肖华 2，王  凯 1 

（1.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2. 中原工学院 研究生处，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全面分析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构建了“案例课堂+现场

实践教学+校内实践验证分析”的“三位一体”校内外融合实践教学模式，并介绍了该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

组织流程、选题方式、课程成绩评定方式等。实践证明，该实践教学模式能够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关键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堂案例教学；校内外实践；融合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956(2019)12-0215-04 

Exploration on “Three-in-one”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hydraulic conservancy speciality 
BIAN Yadong1, HAO Yuxi1, JIU Yongzhi1, MA Xiaohua2, WANG Kai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2. Graduate Office,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full-time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an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nstructs the “Three-in-one” integrated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the “Case class + on-site practice teaching + on-campus practice verification analysis”, and 
introduces the design idea, organization process, topic selection mode, cour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 etc., 
of this teaching model.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can enhanc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classroom case teaching; practice inside and outside university;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现阶段，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比例逐年

提高，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2]，与此同时，部分高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实

践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也日渐凸显[3-5]。因此，教学中如

何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摆在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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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亚东（1975—），男，山东邹城，博士，教授，从事

岩土高等教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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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6]。实践教学是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敏锐思维的重要途径[7-8]，

应受到高度重视，应把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落到实处[9]。

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根据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特点，构建了

“案例课堂+现场实践教学+校内实践验证分析”的

“三位一体”校内外融合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实践教学模式。 

1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为了探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

中的问题，笔者对在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及其任课

网络首发时间：2019-12-26 11:54:03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4.t.20191224.1114.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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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积分制”在开放实验室管理中的探索与应用 

袁振霞 1，边亚东 1，张鬲君 2，陈雨婷 1 

（1.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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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针对高校实验室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实验环境、设备管理和人员素养等方面的管理问题，提出了“7S+

积分制”的管理模式。通过对开放实验室各管理要素的分析梳理，基于优化实验室环境和规范实验人员行为的执

行层面，建立“7S”制度化与“积分制”人性化相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保障开放实验室的安全有序运行、提

高实验室综合服务能力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思路。 

关键词：开放实验室；“7S”管理；积分制；实验室管理 

中图分类号：G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956(2020)09-0274-04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7S + integral system”  

in open laboratory management 

YUAN Zhenxia1, BIAN Yadong1, ZHANG Lijun2, CHEN Yuting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2. Laboratory Management Center,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of laboratory environment, equipment management, personnel 

quality, etc., encountered in the opening process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7S + integral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elements of the open laboratory and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labor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of standardizing the behavior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a long-term management mechanism combining “7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ntegral system’ 

humanization is established, so as to provide a new management idea to ensure the safe and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open laboratory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ability of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open laboratory; “7S” management; integral system; laboratory management 

实验室的开放和共享，不仅是高校各项评估考核

的指标，也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体现[1-2]。开放实验

室对提高实验设备的利用率，为学生提供开放宽松的

实验环境，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合作创新意

识及科研动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近年来，随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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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财政对实验室建设资金的大量投入，精密贵

重的仪器设备越来越多，进入实验室的项目和人员日

益增多，开放实验室在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中的地位

日趋重要。但开放实验室在全方面推进各项工作并取

得成果的同时，也给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针对

开放实验室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验环境、设备管理

和人员素养等方面的问题，尝试采用“7S”和“积分

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进行探索研究，为开放实验室

在提升科研水平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等方面提供一种

新的管理模式。 

1  高校开放实验室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 

依据我校岩土与地下工程开放实验室的管理工作

经验并结合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体会，总结出以下 3 个

网络首发时间：2020-09-16 08:44:19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4.T.20200915.1135.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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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协助虚拟仿真技术在土木类实践教学中的探索

袁振霞， 边亚东， 赵 毅， 陈雨婷
(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郑州 450007)

摘 要: 在土木类实践教学中应用虚拟仿真技术能够解决某些实验周期长、危险性

大等难以开展的实验，促进传统实践教学环境提升和模式转变。然而该类实验的

特点决定了教学过程中师生常处于分离状态，限制了对学生的过程考核和及时指

导，影响了实践教学效果。因此，将 PDCA 质量管理理念引入实践教学方案，借助

网络协同平台，建立基于远程协助的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模式，并以实习实训中实操

为例，阐述远程指导、问题协助、成绩考核、错误校正等过程。实践证明，此模式可

以有效提升虚拟仿真实践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参与感。特别是在当

前疫情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对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虚拟仿真技术; 远程协助; 土木工程;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 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167( 2020) 10 － 0203 － 05

Exploration of Remote Assistance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YUAN Zhenxia， BIAN Yadong， ZHAO Yi， CHEN Yuting
(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ha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due to the long experimental period or danger，and promoted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l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model． However，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often separat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which restricts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timely guidance to students，and affects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Therefore，the PDCA quality concep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practice teaching scheme，and the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emote assistance i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the network collaborative
platform． The following takes practical operation in practical train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remote
guidance，problem assistance，performance assessment，error correction and so 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e teach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 hands-on ability and
sense of participation． It has a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practical teaching，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e to the epidemic situation．
Key word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remote assistance; civil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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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木类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占据重要地

位，不仅是验证理论基础知识、提高对理论知识领悟深

度的高效教育方式，还是培养学生具备工程素养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环节［1］。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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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探索 

惠  存 1,2，边亚东 1,2 

（1.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2. 河南省环境岩土工程 
与地下工程灾害控制工程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解决了实际实验中产生刺激性

有害气体、实验时间长、设备台套数较少的问题。该系统可以在模拟淋溶、外部压力、温度变化 3 种工况下

获得垃圾土沉降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为垃圾填埋场工程、建筑垃圾回填基础的沉降规律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可以缩短实验时间，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垃圾土室内沉降实验的原理和操作   

过程。 

关键词：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教育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956(2019)10-0135-04 

Exploration 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for  
indoor garbage soil settlement 

HUI Cun1,2, BIAN Yadong1,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Disaster Control 

Engineering of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for indoor 
garbage soil settlement is developed,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s of stimulating harmful gases, long-time 
consuming and fewer sets of equipment in practical experiments. This system can simulate leaching, external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changes to ob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ttling velocity of garbage and tim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settling laws of garbage landfil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waste backfill 
foundation. Thi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system can shorten the experiment time and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indoor landfill settlement experiment in a short time. 
Key words: garbage soil; indoor settlement;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土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垃圾土室

内沉降实验是“土力学”实验课程中一项重要的综合性

实验项目[1-5]。该实验用时过长，而实验教学课时较少，

不足以支持完成该项室内实验。实验过程中，学生装

样/卸样会接触到垃圾土中的有害物质，而且实验过程

中垃圾土降解产生的刺激性气体有害身体健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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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采用虚拟仿真的方法，

研发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系统[6-7]。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可以解决实际实验过程中无法在规定课时内

完成的实验，同时使更多的学生在安全、无污染的环

境中学习垃圾土的沉降规律[8-12]。 
垃圾土室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是通过模拟淋溶、

外部压力、温度变化不同工况，研究垃圾土沉降速度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得到垃圾土在不同工况下的沉降

结果，为垃圾填埋场工程、建筑垃圾回填基础的沉降

规律研究提供参考。该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可缩短学生

完成垃圾土室内沉降实验过程，为顺利完成土力学、

基础工程和毕业设计等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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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教育创新培养基地新型建设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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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基地建设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中原工学院土木水利专业的此

基地的建设实践为例，探索适合现阶段发展需要的基地建设的新模式。从基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校+企业+项目”

的校企长效合作机制、培养方案和论文考核制度、提高导师的工程实践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建设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

效。最后，提出建设建议，为同类地方院校的同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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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模式分为学术型和专

业型两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不仅重视研究生

专业理论基础的教育，更重视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

培养，其目标是为培养适应实际工程需要的应用型高

层次专门人才[1,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18年8
月30日发布的《关于对已有的土木水利类专业学位研

究生、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的通知》(学
位办〔2018〕28号)[3]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

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有的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被调整为土木水利专业类别。土木水利

(建筑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农业工程、船舶与海洋

工程、测绘工程等专业)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工程学科，

工程实践能力的锻炼和创新素质的提高对该类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极为重要。建设校外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基地(简称创培基地)是提

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创培基

地是指高校与企业共同建设，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校外研究生培养基地。创培基地的建立旨在

探索一种新型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即通过整合高校和

社会各类资源，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和企业在生

产实践方面的优势，加快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社会，最终建立一种“高校、企业、社会”三方合

作共赢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中原工学院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硕士点(原建筑与土

木工程专业工程硕士点)是河南省特色品牌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近年来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对相关创培基地

进行了持续改革建设，以探索适合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创培基地的新模式。

1    创培基地建设新模式探索

中原工学院地处河南省中部，作为一所省属地方

院校，肩负着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振兴中原经济区的

重任。学校一向重视硕士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改革，针

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和研究生教育创

培基地的建设，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鼓

励。在学校政策的扶持下，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近年来先后与省内多家建筑设计院和施工企业进行校

企合作，建成了十余个创培基地，并从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校企长效合作机制、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原建筑与土木专业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

案和论文考核制度、导师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基地建设模式的改革探索。

1.1    完善创培基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学校出台了《中原工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管理暂行办法》(中工研〔2012〕9号)，为

创培基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在

基地管理体制方面，学校和企业联合成立基地管理委

员会，作为基地管理的领导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由

基地合作双方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基地研究生培

养计划的制订、培养目标的落实、研究项目的管理等

各项工作，并研究协商有关基地建设等重大事宜。基

地管理委员会下设基地管委会办公室作为实施机构，

全面负责基地的日常运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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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模式改革探析

边亚东，纠永志，田光辉
( 中原工学院，郑州 451100)

摘 要: 介绍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利益相关群体，明确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此

基础上，提出以横向项目为导向积极满足各参与方利益诉求，建立高校导师与企业导师约束与激励机制、合作企业

的淘汰和遴选制度、联合培养研究生导师考核体系与淘汰机制，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标准和评估制度，以

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开展及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 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模式; 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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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迅速发

展，规模越来越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

了大量的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其中最为明

显的是目前我国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不足，培养方案、学习内容及考核方式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目标不相符，在实际的培养过程中大都与学术型研究生采

用相同的培养方式。“利益相关者”最早由斯坦福研究所于

1963 年提出，近年来众多学者将这一理论引入高等教育领

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本文基

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目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

养模式进行分析，探讨适宜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以

弥补我国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不足与短

板，以期为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开展及培

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参考。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利

益相关群体

弗里曼 1984 年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是

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目标实现所影响的

个体或群体”［1］，本文仿照文献［1］把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合培养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研究生联合

培养过程及培养目标实现或者被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和培

养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

陈闻等采用多维细分法将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

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紧密型利益相关者和一

般利益相关者三类［2］。在研究生联合培养利益相关者中核

心利益相关者对研究生联合培养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本文

将重点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展开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

论，仿照文献［2］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本文认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分别为高校、企业、
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及联合培养研究生。在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中不同利益群体所承担的职责不相同，本文对其进

行了总结，如表 1 所示。

表 1 核心利益相关者在研究生联合培养中的职责

核心利益相关者 职责

高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主要执行者。

企业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实践条件。对研究生在

企业实践负监管、考核责任。

校内导师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职责包括:

理论知识的传授、学位论文指导。

企业导师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企业或联合培养基地第一责

任人。职责包括: 指导联合培养研究生在企业

的科研与实践活动及学位论文的撰写。

联合培养研究生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直接受体。在导

师指导下，按照学校培养方案完成课程学习、工
程实践和学位论文，达到培养目标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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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试验在抗震概念性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杨小卫 边亚东 林庆利

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450007）

摘 要:利用学校虚拟仿真试验平台对抗震概念设计中平面扭转不规则的建筑进行虚拟仿真试验，使学生真实

体会到扭转不规则对建筑抗震性能的影响。虽然该类建筑按照我国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设计，能够满足“三水

准”设防目标，但在遭受超越罕遇地震时，平面扭转不规则的结构更易倒塌。可视化的虚拟仿真试验教学提高了

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平面扭住规则性；虚拟仿真试验；教学方法

0 引言
我国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是一个

多地震的国家，在邢台、唐山、通海、昭通、甘孜、海

城、台湾、海原、华县、汶川、玉树等地区都曾发生过

比较严重的地震。为了尽量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失，一

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增强工程结构的抗震性能 [1]。
因此，需要在高等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中开设《工

程结构抗震设计》专业课程，培养掌握一定结构抗

震计算理论基础和抗震设计原理，能从事一般结构

抗震设计工作的技术人才[2、3]。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
是一门多科性的学科 ,它涉及地球物理学、工程地

震学和结构抗震等多方面的知识。 在结构抗震中根

据结构地震破坏的形态和长期积累的实际工程经

验等总结而形成的符合工程师专业知识的抗震概

念性设计原则较为抽象，“填鸭式”教学已很难激起

学生兴趣，学生学习也缺乏主动性[4]。利用学校虚拟

仿真试验平台对抗震概念性设计原则中平面扭转

不规则的建筑进行虚拟仿真试验，让学生参与虚拟

仿真试验，将抽象的概念教学变得具体化、可视化，
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高了学生学习

该课程的兴趣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1 建筑物的扭转不规则虚拟仿真试验
建筑物平面不规则的主要类型包括扭转不规

则、凹凸不规则、楼板局部不连续，其中扭转不规则

规定[5]:在具有偶然偏心的规定水平力作用下，楼层

两端抗侧力构件弹性水平位移或层间位移的最大

值与平均值的比值大于 1.2。 以扭转不规则为例，在

震害中很多建筑出现损坏甚至倒塌的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汶川地震中某中学教学楼的倒塌

图 2 平面不规则虚拟仿真试验对比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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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安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探究

惠 存，海 然，边亚东
(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河南省环境岩土工程与地下工程灾害控制工程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 在土木工程施工授课过程中，仅用实例或图片向学生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效果有限且学生没有切身

体验，无法理解和感受安全的重要性。开发了土木工程施工安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该系统对 16 种安全

事故进行模拟，让学生亲眼看到并亲身体会到违规操作带来的人身伤害，从而提高其安全作业意识; 安全事

故发生后，会有原因分析，指出体验者违规操作的地方，起到警示作用，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其牢固

掌握相关的安全防范知识。
关键词: 土木工程; 施工安全; 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系统;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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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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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Ｒesearch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Disaster Control Engineering
in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urse，only examples or pictures are used to empha-
size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to students． The effect is limited． Moreover，students cannot understand
and feel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without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
ing system which contains 16 cases of safety accidents is simulated． The system can help students with
experience to see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irregularities for personal injury which improves its security
work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safety accidents，reasons will be analyzed to point out the
places where the experiencers violate the rules and play a warning role． Students have a high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an firmly grasp the relevant safety knowledge．
Key words: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afety;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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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 课程，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与解决现代土木工程施

工中的施工技术与组织管理的能力。土木工程施工

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任何时候都要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将安全放在首位。在“土

木工程施工”课程的讲解过程中，仅用实例或图片

向学生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效果有限且学生没有切

身体验，无法理解和感受安全的重要性［1 － 2］。
土木工程施工安全存在其特殊性，土木工程施

工持续时间较长，安全问题无法进行实际实验。本

项目依托河南省力学与工程结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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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教育教学类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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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解锁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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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立德树人、质量立校”的初心，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按照教育部关于虚拟

仿真教学项目建设要求，加大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研发与立项培育工作。建筑

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自2013年开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开展土建类专业实

践教学改革，构建了具有纺织特色的土建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系，逐步形成

了“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理念。

“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理念引领项目建设

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针对传统实践教学理念滞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平台定位模糊的问题，基于“双虚双实”，合理利用虚拟基层教学组织与实体教研

室、虚拟仿真实验与实体实验的“虚实结合”，深入挖掘土建类专业及电子信息技

术、纺织材料等交叉学科的前沿成果，将之凝练为专业特色鲜明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研发了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项目研发始终坚持“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基本原则，融入了安全意识、生态保护

和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组建了虚拟基层教

学组织；建立了校企联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的长效机制；以实际教学成效为

导向，不断优化和完善优质资源，构建了“基础训练型-工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

层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解决了土建类专业现场实验危险性大、过程难以重复、

经济成本高、周期长等问题，确保实验内容的“两性一度”。基于此申报立项并完成

了2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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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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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双虚双实、虚实结合”解锁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新模式

　　秉持“立德树人、质量立校”的初心，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按照教育部关于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要求，

加大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研发与立项培育工作。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自2013年开始利用

电子信息技术开展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了具有纺织特色的土建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系，逐步形成

了“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理念。

　　理念引领成果建设思路

　　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针对传统实践教学理念滞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定位模糊的问题，基

于“双虚双实”，合理利用虚拟基层教学组织与实体教研室、虚拟仿真实验与实体实验的“虚实结合”，深入挖掘

土建类专业及电子信息技术、纺织材料等交叉学科的前沿成果，将之凝练为专业特色鲜明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研发了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项目研发始终坚持“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基本原则，融入了安全意识、生态保护和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组建了虚拟基层教学组织；建立了校企联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的

长效机制；以实际教学成效为导向，不断优化和完善优质资源，构建了“基础训练型-工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

层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解决了土建类专业现场实验危险性大、过程难以重复、经济成本高、周期长等问题，

确保实验内容的“两性一度”。基于此申报立项并完成了两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最新发布

一个都不能少：

郑州市第十八中

周口：全力保障

接地气更有人气

禹州市教体局“

南阳市第二小学

洛阳市涧西区：

公众号文章

河南校

博士“扎堆”应聘

169

http://www.shuren100.com/
http://www.shuren100.com/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0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1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3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4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5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6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7
http://www.shuren100.com/
http://www.shuren100.com/jyxc/list.php?catid=64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31/1677.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30/1670.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27/1638.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22/1603.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22/1590.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21/1577.html
http://www.shuren100.com/jyxc/202112/20/156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IMtlxn45jQ-oktCIxf2uQ
https://mp.weixin.qq.com/s/tIMtlxn45jQ-oktCIxf2uQ


2022/1/3 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构建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新模式 河南日报网-河南日报官方网站

https://www.henandaily.cn/content/2021/1231/340042.html 1/2

当前位置：河南教育

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构建虚拟仿真实践教
学新模式

2021.12.31 11:12 来源：河南日报客户端

　　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自2013年开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开展

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合理利用虚拟基层教学组织与实体教研室、虚拟仿真实验与实体

实验的“虚实结合”，逐步形成了“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团队注重吸收土建类专业及电子信息技术、纺织材料等交叉学科的前沿成果，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凝练研发出7项省校两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专业特色鲜明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见图1），申报完成了2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取得了“双虚双

实、虚实结合”理念下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的教学成果。

　　2018年起，该成果逐步应用于实践教学并持续改进，基于电子信息技术，探索构建虚实

互补、虚实共进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新模式。学生自主探索专业理论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

的能力提升，获数十项国家级省级奖励，毕业生实践能力强，获得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图1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020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该成果为省内外无法返校的师生提供线上实践教学环节

支持，累计受益学生8500余人次，受益教师140余人次，效果反映良好。（李树华  毕明理

袁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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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象新闻 新闻中心 > 独家  > 正文

2021-12-31 08:56:53   来源：映象网    

映象网讯 （记者 陈伟然 通讯员 袁振霞）12月30日，记者从中原工学院获悉，该校建筑

工程学院按照教育部关于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要求，加大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研发与

立项培育工作。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自2013年开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开展

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了具有纺织特色的土建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系，逐步形

成了“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理念。

理念引领成果建设思路

建筑工程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针对传统实践教学理念滞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定位模糊的问题，基于“双虚双实”，合理利用虚拟基层教学组织与实体教研室、虚拟仿真实

验与实体实验的“虚实结合”，深入挖掘土建类专业及电子信息技术、纺织材料等交叉学科的

前沿成果，将之凝练为专业特色鲜明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了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见图1。

项目研发始终坚持“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基本原则，融入了安全意识、生态保护和职

业道德等思政元素；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组建了虚拟基层教学组织；建立

了校企联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的长效机制；以实际教学成效为导向，不断优化和完善

优质资源，构建了“基础训练型-工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层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解

决了土建类专业现场实验危险性大、过程难以重复、经济成本高、周期长等问题，确保实验内

容的“两性一度”。基于此申报立项并完成了2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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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省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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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省内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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