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 美 大 学 文 件  
集大教〔2015〕1 号 

     

集美大学关于公布 
第七批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福建省高等学校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闽教高〔2014〕36 号）和《集

美大学关于全面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 （集大教〔2013〕

24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进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步伐，

切实可行地解决学校教学与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

培育教学改革成果，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4-2017 年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库建设工作,经各学院推荐和学校评审，立项建设第七批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 60 项，建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库，并推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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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等 9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 2014 年福建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现予公布（具体见附件

1）。为保证立项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集美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项目管理办法》（集大教〔2002〕37 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本次立项的课题，研究时间为 2 年,项目经费为 0.3-1

万元。 

二、学校将于 2015 年对第七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中期

检查，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若干项申报 2015 年省级教改项

目;2016 年将对第七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建设成效进行预验

收，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若干项申报省级教改项目。 

三、各项目所在单位应把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同本单位学科与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运行机

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以保证项目能按时、按质完成，同时以此

为契机提高教学质量，将成果融入教学过程中。 

 

附件：集美大学第七批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一览表 

               

                                  集美大学 

                               2015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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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Y14001 课程体系 基于STCW公约框架下航海技术专业课程教学过程控制的研究 邵哲平
院长
教授

曹宝根  赵  强  胡稳才
江海学  马  峰

2016年12月 1

JY14002 实践教学类 基于“卓越工程师教育计划”的航海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黄 志
教研室主任

教授
杨神化  曹宝根  胡稳才
刘一凡  吴金地

2016年12月 0.3

JY14003 实践教学类 虚实结合的航海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邬远和 副教授
杨神化  张  蓓  黄  志
李国定  张  锋

2016年12月 0.3

JY14004 人才培养模式类 以实践导向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初良勇 副教授
王鸿鹏  刘晓佳  黄  娟
兰培真  许岗云

2016年12月 0.3

JY14005 课程体系
IMO Model Course 3.17， Maritime English下的航海英语教学四
年一贯制

陈镇炎 副教授
潘家财  陈国权  孙洪波
龙金顺

2016年12月 0.3

JY14006 实践教学类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研究与探索 崔博文
教研室主任

教授
许顺孝  罗成汉  李振宇 2016年12月 0.3

JY14007 教材建设 《动力设备拆装》（双语）教材建设 高占斌
副教授
大管轮

陈景锋  尹自斌  荣  辉
林金田  庄学强

2016年12月 0.3

JY14008 教材建设 《轮机英语》教材建设 陈  坚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朱  钰  庄学强  孙  迪
高小瑞  刘世杰

2016年12月 0.3

JY14009 课程体系 以饲料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的动物科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的研究 黄沧海 副教授
陈学豪  林利民  王秋荣
翟少伟  李  丹

2016年12月 1

JY14010 教材建设
基于“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水产养殖学专业《鱼类增养殖
学》教材建设

黄永春 副教授 谢仰杰  李文静  王  玲 2016年12月 0.3

JY14011 实践教学类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研究 刘佳英 副教授
郭玉清  李  丹  陆志强
黄良敏  吴成业

2016年12月 0.3

JY14012 实践教学类 食品检测综合性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杨秋明 高级实验师
刘光明  黄志勇  周常义
李利君  伍  菱

2016年12月 0.3

JY14013 人才培养模式类 生物工程专业教学模块化及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蔡秋凤 副教授
刘静雯  李爱贞  林静瑜
李  健  张凌晶

2016年12月 0.3

JY14014 实践教学类 食品专业“卓越工程师”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魏好程 讲师
刘光明  倪  辉  翁武银
熊何健  刘翼翔

2016年12月 0.3

JY14015 实践教学类 创建新型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林建清 副教授
黄  宁  林锦美  刘启明
曹英兰  巫晶晶

2016年12月 0.3

编号
经费

（万元）
项目主持人学院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参与人姓名

计划完成
时间

职务/职称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学院

水产学院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集美大学第七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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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14016 体育学院 课程体系 体育保健学课程体系改革与研究 刘昭强 副教授
任保莲  陈建明  汤丽清
王海州

2016年12月 0.3

JY14017 实践教学类 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投资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魏洁 副教授
黄书猛  章一华  林开银
郑捷琴  刘映珏

2016年12月 0.3

JY14018 实践教学类 财政学专业实验课程规划与建设问题研究 宋生瑛 副教授
罗昌财  吴俊龙  邹伍祥
郑捷琴  黄毅凤

2016年12月 0.3

JY14019 创新创业类 财经专业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教学管理 黄书猛 副教授 邹伍祥  陈  蕾  张  鸿 2016年12月 0.3

JY14020 教学资源共享类
慕课（moocs）的校际协同共建与分享研究——以现代教育技术公
共课为例

李彦敏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孙  方  黄慧斌  林  涛
黄宇坤  张德洪

2016年12月 1

JY14021 人才培养模式类
地方综合性高校“三位一体”视阈下的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谭德君
教研室主任

教授
周海琳  林海燕  杨建华
肖俊宇  叶金标

2016年12月 0.3

JY14022
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

实践性知识观视野下高校教育理论类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以集美
大学教师教育专业为例

杨建华
研究所所长

副教授
严万跃  蔡灿龙  杨旻旻
徐恩秀

2016年12月 0.3

JY14023 实践教学类 基于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的高师学生教学技能训练模式创新研究 林谋锦
副院长
副教授

黄慧斌  高宝玲  张德洪
林  涛  陈文胜

2016年12月 0.3

JY14024 人才培养模式类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学用结合，学训对接”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徐皖闽
教师

副教授
谢书书  陈木佳  杨  静
杨瑾若

2016年12月 0.3

JY14025 教材建设 本科管理类教学案例库建设 陆晓倩
教研室副主
任 副教授

庄贝妮  蒋晓蕙  林必越
刘  平  郑鲁英

2016年12月 0.3

JY14026 教材建设 会计教学案例库建设 高绍福 副教授
邱吉福  詹毅美  陈  旻
黄  亮  黄静如

2016年12月 0.3

JY14027 人才培养模式类 基于创新创业的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邱吉福
教授

副院长
钟国忠  朱爱萍  张仪华
陆晓倩  张  凌

2016年12月 0.3

JY14028 教学质量保障类 教学质量数字化管理模式研究 卿松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孙福明  王河流  汤  岩
马正凯  陶海映

2016年12月 0.3

JY14029 人才培养模式类 菲伯尔体系的钢琴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与创新 邵红缨 副教授 崔雅静  周宇博  王  咏 2016年12月 0.3

JY14030 课程体系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器乐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陈萍 副教授 杨广敏  吴亚玲  韩  伟 2016年12月 1

JY14031
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

音乐与舞蹈学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胡志立 教授 许国红  杨丽霞  李  颖 2016年12月 1

JY14032 多维互动式声乐合作教学实践模式研究 黄文杰 副教授 詹士华  熊玉珍  陈立红 2016年12月 0.3

工商管理学院

音乐学院

财经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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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14033 美术学院 课程体系 翻转课堂在《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樊洁 讲师
常跃中  赵胜利  汪晓东
文  兰  张  燕

2016年12月 0.3

JY14034 创新创业类 电子信息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郑佳春
副院长
副教授

杨光松  邱志云  袁占生
陈惠滨  于宏鹏

2016年12月 1

JY14035 人才培养模式类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探索 陈仅星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陈惠滨  舒  剑  叶文才
秦德兴  赖联有

2016年12月 0.3

JY14036 人才培养模式类 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模式探索与实践 林子杰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方怡冰  陈  强  杜  勇
刘  璟  陈  彭

2016年12月 0.3

JY14037 课程体系 提高“半导体器件物理”系列基础课程实用性的教学研究 潘金艳
教研室副主
任 副教授

袁占生  曾桂英  卫雅芬
徐文彬  游淑民

2016年12月 0.3

JY14038
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

结合微信平台的基础教学慕课系统研发 王罡 讲师
贾红伟  尤志宁  袁建红
林  丽  黄巧玲

2016年12月 1

JY14039
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

工科课程分类别研究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丁跃潮 教授 刘丽莉  张杰敏  万  春 2016年12月 0.3

JY14040 实践教学类 基于OPNET Modeler 的计算机网络仿真实验教学研究 颜庆茁 副教授 鄂大伟  刘年生  汪志华 2016年12月 0.3

JY14041 课程体系 单片机应用系统课程及嵌入式系统综合课程设计教学改革 刘丽莉 副教授 万  春  孙  杨  刘晋明 2016年12月 0.3

JY14042 课程体系 软件工程专业硬件类课程改革研究 袁鹏飞
教研室副主
任 高级工程

师

王  巍  鄂大伟  尤志宁
李  旺

2016年12月 0.3

JY14043 课程体系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层次培养课程体系 纪跃波
教研室主任

教授
王大镇  弓清忠  陈  沪
林忠华

2016年12月 0.3

JY14044 实践教学类 机电学科课程体系中创新性实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王晓峰
副教授&高级

工程师
刘晓刚  刘  云  胡惠玉
雷  慧  陈俊英

2016年12月 0.3

JY14045 人才培养模式类 车辆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宁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周  梅  王云超  赖祥生
林开荣  林冬燕

2016年12月 0.3

JY14046 人才培养模式类 研究生教育提升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曹文胜 副教授
李  莉  王永青  裴秀英
王玉刚  陈言桂

2016年12月 0.3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工程
学院

机械与能源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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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14047 人才培养模式类 “U-G-S”协同创新机制下的卓越教师培养模式研究及实践 刘小辉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陈水利  谢嘉良  朱福胜
任  勇  陈晓辉

2016年12月 1

JY14048 人才培养模式类 基于“闽台合作”的光电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徐恭勤
副教授
副院长

游荣义  黄晓菁  徐惠真
王敏帅  朱会丽

2016年12月 0.3

JY14049 实践教学类 数学建模教学在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宾红华
教授

教研室主任
晏卫根  黄振坤  赵  玲
张东晓  蔡国榕

2016年12月 0.3

JY14050 人才培养模式类 "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实施中的专业建设推进 黄晓菁
教授

系副主任
游荣义  徐恭勤  黄宏纬
周昌杰  王敏帅

2016年12月 0.3

JY14051 教材建设 数学类课程的可计算型电子教材的建设 储理才 副教授 黄龙光  陈雪娟 2016年12月 0.3

JY14052 实践教学类 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进一步建设 黄宏纬
实验室副主
任 高级实验

师

陈金太  彭东青  陈鑫耀
舒  强  毛兴宇

2016年12月 0.3

JY14053 实践教学类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王秀琳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毛兴宇  林秋宝  舒  强
杨  兰  徐惠真

2016年12月 0.3

JY14054 实践教学类 改革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 韩东红 副教授
龙金顺  钟馥兰  黄文红
余小敏  钱春梅

2016年12月 0.3

JY14055 人才培养模式类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背景下本科师范类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赖招仁 副教授 黄  锐  陈玉清  张志江 2016年12月 0.3

JY14056 课程体系 基于市场需求分析的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王玮韦 讲师
陈巧玲  董丽云  陈玉清
张华德  郑  婕

2016年12月 0.3

JY14057 课程体系 面向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人文社科课程体系的中国化构建 梅进禄 副教授 兰启发  肖士平  彭向阳 2016年12月 1

JY14058 实践教学类 应用型导向下社会工作实务训练体系的本土化建构 邓玮 副教授
巨东红  杨贵华  姚进忠
李友华  王瑞华

2016年12月 0.3

JY14059 实践教学类 基于“教育排演“平台的文科实践教学 张哲英 副教授
苏  涵  夏  敏  许文君
孔黎兰  张少美

2016年12月 0.3

JY14060 课程体系 地方院校本土文化教育课程设置与改革研究 王丽华 副教授
夏  敏  陈曼君  杨丽霞
张朝阳

2016年12月 0.3

外国语学院

法学院

文学院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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