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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院发〔2016〕201 号 

——————————————————————————— 
     

各单位： 

经个人申请，专家组评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申请 2016年校

级本科教学工程立项的项目进行了评审。各二级学院评审出教研

教改项目 38 项，其中综合类教改项目 13项，一般类教改项目 25

项；思政专项项目 7 项。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选出特色专业 2 个、精品教材 3 本、

精品资源共享课 9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 6门，优秀教学团队 4个、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个、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 个、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1 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4 个、应

用型本科人才与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1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

区 1 个。经第 336 次校长办公会通过，现予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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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费管理和使用办法按照《关于印发<惠州学院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5 年修订）>

的通知》(惠院发〔2015〕53 号)执行，均实行滚动管理，中期检

查。其中，精品教材项目立项不资助，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思政专项项目建设经费一次性发放，其余项目的建设经费实行两

次发放，待中期检查通过后发放另一半建设经费。 

  

附件：1.2016 年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2.2016 年校级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专项项目立项名单 

      3.2016 年校级特色专业等项目立项名单                                                       
                              惠州学院 

                                  2016年 11月 29日 

  
  
  
    
  
  
  
  
  
  
  
  
  
  
  
  
   

  

  

  

  

  

  



 — 3 — 
 

附件 1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型 

资助金额

(万元） 

1 JG2016001 
基于自动化行业需求的机器视觉应

用型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汪成龙 综合类 0.4 

2 JG2016002 高校完全学分制的构建研究 梁检初 综合类 0.4 

3 JG2016003 
《大学物理》创新型实验设计与学

生能力培养研究 
刘敏 一般类 0.3 

4 JG2016004 
翻转课堂在电子类实验教学中的创

新应用与研究 
肖瑞 一般类 0.3 

5 JG2016005 
服装纸样与工艺联合教学模式的研

究和实践 

旭日广东服装

学院 

曹璐瑛 综合类 0.4 

6 JG2016006 
基于双创能力培养服装零售专业知

行合一教学模式研究 
李雅晶 一般类 0.3 

7 JG2016007 
基于内衣专业课程改革现状的内衣

材料课程探讨与研究 
李宁 一般类 0.3 

8 JG2016008 
基于大数据的服装设计专业培养模

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王思懿 一般类 0.3 

9 JG2016009 
项目教学法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

的应用探索 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 

郑晓丹 综合类 0.4 

10 JG2016010 
虚拟仿真实训在化学化工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中的研究  
朱庆英 一般类 0.3 

11 JG2016011 
程序设计类课程开源实验教学平台

研究 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 

曾少宁 综合类 0.4 

12 JG2016012 
面向 javaWeb 应用开发的课程群建

设和实践教学探索  
曾志 综合类 0.4 

13 JG2016013 

经济新常态下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

式改革与探索 

经济管理学院 胡玉洲 综合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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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G2016014 
被动式设计思维融入建筑学专业课

程体系的整合创新研究 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曾辉鹏 一般类 0.3 

15 JG2016015 
基于 TRIZ 创新理论的建筑设计基

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杨辉 一般类 0.3 

16 JG2016016 
经济地理课程中的双语教学模式探

索 
地理与旅游 

学院 

霍祎黎 综合类 0.4 

17 JG2016017 

基于提升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实习生

满意度的研究——以酒店实习生为

例 

张翠苹 综合类 0.4 

18 JG2016018 人体色彩教学中的角度与方法 
美术与设计 

学院 

王绍轩 一般类 0.3 

19 JG2016019 
书法教学选帖审美标准及成效探究

——以神龙本《兰亭序》为例 
黄小龙 一般类 0.3 

20 JG2016020 
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研

究 数学与大数据

学院 

李莉 一般类 0.3 

21 JG2016021 
二级教学单位绩效考核的研究与实

践---以惠州学院 
陈海容 一般类 0.3 

22 JG2016022 
生物信息数据库在生物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韩翠芳 综合类 0.4 

23 JG2016023 
微景观制作在《盆景学》教学实践

中探索研究 
张庆新 一般类 0.3 

24 JG2016024 

以参与“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

为契机，加强园林专业毕业设计课

程建设 

唐晗梅 一般类 0.3 

25 JG2016025 
基于中介语石化研究的英语阅读教

学 seminar 模式探索 

外国语学院 

欧琼 一般类 0.3 

26 JG2016026 日本概况课堂教学模式多元化探究 何木风 一般类 0.3 

27 JG2016027 
从大学英语教学中探寻人文关怀的

进路 
程春兰 一般类 0.3 

28 JG2016028 
基础日语教学中的日本文学作品导

入 
李乐 一般类 0.3 

29 JG2016029 
《汉字学概论》教学内容与教学体

系改革 

文学与传媒 

学院 
陈送文 一般类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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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JG2016030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通识课学习模式

研究——以《影视鉴赏》为例 
李冰雁 一般类 0.3 

31 JG2016031 
惠州学院微电影创作型人才培养与

实训基地 
白多 一般类 0.3 

32 JG2016032 
高校声乐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举措与

成效探究 
音乐学院 

张英博 综合类 0.4 

33 JG2016033 
钢琴教学中微型示范性课程资源的

开发与网络化应用 
林碧炼 一般类 0.3 

34 JG2016034 

以竞赛为载体的地方高师院校思政

专业教师技能培养方式的探索——

以惠州学院为例 
政法学院 

蔡江红 一般类 0.3 

35 JG2016035 

基于批判性思维理念的教学模式创

新与实践——以《普通逻辑学》课

程为例 

代杰 一般类 0.3 

36 JG2016036 
应用型本科院校课内实践教学模式

的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饶淑园 综合类 0.4 

37 JG201603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研究 
王苑芮 一般类 0.3 

38 JG2016038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完全学分制改革

研究 
教务处 李萍 综合类 0.4 

    总建设经费： 1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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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资助金额 

(万元） 

1 SZ2016001 思政课教学热点问题的学科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雷吉来 0.3 

2 SZ2016002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及思政课教学

改革路径研究 
吴恒亮 0.3 

3 SZ2016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经典文献阅

读之研究 
沈社荣 0.3 

4 SZ2016004 
思想政治理论学科视野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话语逻辑研究 
黄金魁 0.3 

5 SZ2016005 
基于问题导向的《原理》课“微课”

教学模式研究 
李楠 0.3 

6 SZ2016006 
破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实践教学困境的研究 
秦鸿滨 0.3 

7 SZ2016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贯

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张闯 0.3 

   总建设经费： 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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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资助金额

（万元） 

1 TSZY2016001 

特色专业 

审计学 经济管理学院 柴静 3  

2 TSZY2016002 音乐表演 音乐学院 岳晓云 3  

3 JC2016001 

精品教材 

《大学物理学》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叶凡 

立项不

资助 
4 JC2016002 《大学物理实验》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叶凡 

5 JC2016003 《税收筹划（第二版）》 经济管理学院 李普亮 

6 JPZY2016001 

精品资源 

共享课 

英语写作 外国语学院 王小宁 2  

7 JPZY2016002 植物生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国莉 2  

8 JPZY2016003 植物造景设计原理 生命科学学院 王建兵 2  

9 JPZY2016004 物理化学 
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 
刘惠茹 2  

10 JPZY2016005 英语教学法 外国语学院 易斌 2  

11 JPZY2016006 中学物理教学论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梁检初 2  

12 JPZY2016007 城市设计 
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曾辉鹏 2  

13 JPZY2016008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许炯 2  

14 JPZY2016009 地理科学导论 
地理与旅游 

学院 
陈一萌 2  

15 JPSP2016001 

精品视频 

公开课 

肥胖与运动减肥 体育学院 张明军 2  

16 JPSP2016002 
指尖上的中国韵律与意境—

—钢琴演奏 
音乐学院 方芳 2  

17 JPSP2016003 
美声的音来自科学发声-声乐

演唱 
音乐学院 李淑珍 2  

18 JPSP2016004 画出来的书-绘本插画设计 
美术与设计 

学院 
王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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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PSP2016005 中国古典诗歌导读 
文学与传媒 

学院 
申东城 2  

20 JPSP2016006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文学与传媒 

学院 
代廷杰 2  

21 SJJD2016001 
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惠州学院-绿湖园艺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生命科学学院 陈兆贵 2  

22 SJJD2016002 
惠州学院-呈斯意特建筑工程

实践教学基地 

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 
董璞 2  

23 TD2016001 

优秀教学团队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团队 教育科学学院 饶淑园 3  

24 TD2016002 植物学课程群教学团队 生命科学学院 廖建良 3  

25 TD2016003 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团队 外国语学院 易斌 3  

26 TD2016004 
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专业课

程实验教学团队 
体育学院 张明军 3  

27 SZ2016001 
应用型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 

惠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与惠州长润发涂料有限公

司共建化工应用型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 

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 
解芳 2  

28 SZ2016002 
应用型人才培

养示范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徐瑜 3  

29 XNFZ2016001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基于 Proteus 的虚拟仿真电

子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 
闵国新 3  

30 XNFZ2016002 
物流综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 
经济管理学院 张敏 3  

31 XNFZ2016003 
化学与化工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 

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 
封科军 3  

32 XNFZ2016004 审计虚拟仿真实验室 经济管理学院 袁睿 3  

33 ZYRC2016001 

应用型本科人

才与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 

卓越产品设计师培养计划 
美术与设计 

学院 
吕健安 3  

34 CXSY2016001 
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试验区 

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实验

区 
经济管理学院 郭萍 3  

    总建设经费： 75万元 
                                                                              
抄送：广东省教育厅。 

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6年 11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