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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恺 农 业 工 程 学 院

仲教字〔2008〕72 号

关于公布我校关于公布我校关于公布我校关于公布我校 2008200820082008～～～～2009200920092009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学年度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的通知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的通知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的通知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院（系、部），各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08-2009 学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

通知》（仲教字〔2008〕22 号）要求，学校组织开展了 2008～2009 学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批准“地方农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等 125 个项目立项，其

中 3 个项目为招标中标项目，61 个项目为一般资助项目，61 个项目

为自筹经费项目。现将立项项目名单予以公布（见附表）。请各项目

负责人认真按照计划组织开展研究，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推动我校教

育教学改革，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08～2009 学年度教育教学研究

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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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主题词：教学改革主题词：教学改革主题词：教学改革主题词：教学改革 立项立项立项立项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办公室 2008 年 10 月 21 日印

校 对：赵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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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08～2009 学年度教育教学研究立项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所在单位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招标中标项目（共 3 项，每项资助 10000 元）

1 地方农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陈 平 教务处 G2083001

2 我校专业认证实施机制与策略研究 张 渭 评建办 G2083002

3
高等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新模式综

合研究
颜 琳 人文社科系 G2086003

一般资助项目（共 61 项，每项资助 2000 元）

1
依托重点优势学科建设加快发展研究

生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何 斌 学校办公室 G2080104

2
推行以课堂生态和谐为标志的优质教

学机制研究
龚慧枫 学校办公室 G2080105

3 地方农业院校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黄 霞 学校办公室 G2080106

4 和谐校园视域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 何军峰 学生处 G2081007

5
实践教学质量监督保障体系的完善与

实施研究
王健敏 教务处 G2083008

6 地方院校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 曹云亮 教务处 G2083009

7 本科教学团队有效运行机制研究 赵向华 教务处 G2083010

8
农业院校本科招生宣传中的定位和亮

点研究
张 颖 教务处 G2083011

9 农科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研究 王红山 教务处 G2083012

10 基于网络模式的教学平台的思索和研究 陈 颖 教务处 G2083013

11 预算管理与高校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 陈少婷 财务处 G2083814

12 农科专业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黄建昌 农业与园林学院 G2082015

13 农业害虫预测预报信息管理系统的制作 刘光华 农业与园林学院 G2082016

1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践教学体系、模式

与方法研究与实践
刘长海 轻工食品学院 G208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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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课程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
任文彬 轻工食品学院 G2084018

16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 张秒高 轻工食品学院 G2084019

17 《食品加工工艺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 王 琴 轻工食品学院 G2084020

18 计算机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吴家培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88021

19
程序设计语言教学改革研究：以《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为例
曾宪贵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82022

20
基于 Smart Client 的通用试题库平台

研究与建设
冯大春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76023

21
案例教学在《数据结构》课程中运用的

探讨
刘 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70024

22 《网络安全》课程资料库的建设研究 谢芳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64025

23 软件技术系列课程体系和实践模式研究 闫大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G2058026

24
农业院校电子信息类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刘传菊 信息学院 G2085027

25
物理与电工电子实验中心实践教学体

系综合创新研究与实践
王克强 信息学院 G2085028

26 上机实验环节中学生评价的研究与设计 郭世仁 信息学院 G2085029

27 高校院系教学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价研究 朱路平 信息学院 G2085030

28
我院城市规划原理系列课程建设及特

色研究
魏毓洁 城市建设学院 G2089031

29 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刘 岩 城市建设学院 G2089032

30 土木工程专业力学课程体系教学研究 吕建根 城市建设学院 G2089033

31
产学研联合教学模式对本科人才培养

的作用研究
崔艳琦 城市建设学院 G2089034

32
基于应用型人才理念的生物类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谢振文 生命科学学院 G2083035

33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高等农业院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葛孚桥 生命科学学院 G2083036

34 基于网上资源利用的发育生物学教改试验 李红梅 生命科学学院 G2083037

35 校外教学实习基地的创新教育探索 刘胜洪 生命科学学院 G2083038

36
高等农业院校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设

置研究
柴明勤 生命科学学院 G2083039

37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周 辉 经济与管理学院 G2085040

38
教学型院校工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研究
吕金虎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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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工科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行为优化研究 丁力行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2

40 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创新实验方案研究 程建兴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3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研究
施俊侠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4

42
我校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改

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旭东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5

43
自动化制造系统综合实训的教学方法

与实践研究
李英杰 机电工程学院 G2086046

44
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的构建与实践
周遗品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G2081047

45 高校毕业生就业评价体系研究 王 浩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G2081048

46
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与

实践
刘 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G2081049

47
数学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意识的培养和

实践
李亚兰 计算科学系 G2087050

48 农科院校统计学专业建设探索 贺建风 计算科学系 G2087051

49
行政管理专业主干课程中嵌入实践环

节的研究
贺佃奎 人文社科系 G2086052

5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网络课程研究 梁玉梅 人文社科系 G2086053

51
高等农业院校英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李 磊 外语系 G2089054

52 英语语法课堂真实语境教学模式研究 陈 葆 外语系 G2089055

53
艺术类学生英语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

的构建
贾琳琳 外语系 G2089056

54
工科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需求

分析”研究
边 旭 外语系 G2089057

55
基于依托式教学模式的外语文化能力

培养策略研究
王运鸿 外语系 G2089058

56
日语专业学生教学评价影响因素与课

堂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
王 毓 外语系 G2089059

57 我校工业设计新专业建设特色的研究 肖 艳 艺术设计系 G2088060

58 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优化 杨汝全 艺术设计系 G2088061

59 新时期高校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曾书琴 继续教育学院 G2088362

60
何香凝办学思想对新时期成人教育的

启示
昌灯圣 继续教育学院 G2088363

61
面向高校学科教师的网络课程开发工

具研究
付志文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G208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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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经费项目（共 61 项）

1 我校两校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研究 吴小玲 学生处

2
构建我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

系研究
柯锦泉 学生处

3
多学科农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
丘苑新 科研处

4
我校白云校区实验室管理体制的探索

与实践
梁世强 设备处

5
植物保护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林进添 农业与园林学院

6 《农业推广学》教学体系改革与优化 兰 霞 农业与园林学院

7
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草业科学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石秀兰 农业与园林学院

8
种植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与质

量监控体系构建
周俊辉 农业与园林学院

9
基于双语教学的昆虫学复合型人才培

养研究
韩群鑫 农业与园林学院

10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
陈海光 轻工食品学院

11
基于创业教育的食用菌栽培课程教学

改革的探索
黄小丹 轻工食品学院

12
加强食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实践教学

的研究
黄桂颖 轻工食品学院

13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实践教学改革研

究
胡海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4 RSS 在网络教学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贺超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实践教学改

革研究
蒋明亮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我校形势与政策课精品课程建设研究 邓艳桃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农业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及

其网络化建设实践
黄仪凤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PROTEL 在《电路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刘 云 信息学院

19 影响我校双语教学效果的因素 陈宁夏 信息学院

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学模

式的研究
王俊红 信息学院

21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蔡 肯 信息学院

22 建筑工程制图课程改革方案探索 李秋霞 城市建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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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形势与政策》大班授课制的教学效果

及改革研究
陈溅星 城市建设学院

24
给水排水工程实践性专业课程的优化

研究
孙洪伟 城市建设学院

25
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实践教

学质量
谭光营 城市建设学院

26
高校二级院系教务管理人员素质现状

及提升途径研究
董凌波 城市建设学院

27 农业院校产学研结合新模式的探索 梁 红 生命科学学院

28
农业院校学生生态素质教育体系的创

立与优化研究
赵 钢 生命科学学院

29 《植物调控技术》教学体系改革与优化 贺立红 生命科学学院

30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的实证研究
傅 晓 经济与管理学院

31
农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之实证研究
祝建民 经济与管理学院

32
《机械工程测量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创

新
韦鸿钰 机电工程学院

33
基于概念图理论的制冷空调知识体系

结构分析与教学实践
罗玉和 机电工程学院

34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

改革
吴卓葵 机电工程学院

35 电工学实践教学研究 叶 祥 机电工程学院

36
单片机控制原理课程中的结构教学观

应用研究
黄伟锋 机电工程学院

37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研究 张日红 机电工程学院

38
制冷与空调实用技术实践技能多元化

教学的研究
陈嘉澍 机电工程学院

39
高分子专业实验教学“互穿网络（IPN）”

的构建与教学实践
葛建芳 化学化工学院

40
以学生为本的化工热力学课程教学改

革
李英玲 化学化工学院

4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

研究
周红军 化学化工学院

42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有机化学

教学新体系研究
蒋旭红 化学化工学院

43
物理化学实验课程多层次教学体系的

建立与教学方法研究
穆筱梅 化学化工学院

44
多校区条件下本科教学管理问题与对

策研究
何宝国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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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院系教学档案的管理与建设研究 吴燕丽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46
多校区条件下我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翁礼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47
以工程化为导向的软件工程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研究
孙昭洪 计算科学系

48 《运筹学》课程教学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曾艳姗 计算科学系

49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途

径与方法研究
吴东庆 计算科学系

50
农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新

模式的研究
曾学龙 人文社科系

51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读写教学研究 熊学军 外语系

52 从语篇意识培养研究翻译教学改革 戚伟燕 外语系

53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教学优化 段国祥 外语系

54
基于语料库的 ESL 词汇学习数字化资

源库构建与实践
黄若妤 外语系

55
基于课堂与网络的高校英语多元评价

体系的探索研究
易兴霞 外语系

56 过程法内驱动英语写作教学体系的构建 于夕真 外语系

57
多媒体环境下不同注释对二语词汇附

带习得的影响
武 卫 外语系

58
以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理论为指导的大

学英语口译教学实证研究
杨尚英 外语系

59
对大学生进行民间工艺传承教育新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尚 华 艺术设计系

60
推进网络课程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精品课程建设
吴东醒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61
仲恺校内实习基地植物资源网络平台

系统建立
高丽霞 钟村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