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度立项的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一般项目结题清单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项 目名 称 所属学院（部）

YBJG201802 陈瑾

基于“雨课堂”和国家级电子技术在线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平台的教学互动、虚实融合、自主开

放通信电子电路实验教学改革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04 俞钰峰
国际班全英文《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教学改

革实践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05 郑雪峰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数字电子技术实践教学研

究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06 钱雅惠
《天线理论与设计》研究型教学方法和考核方

式的改革与实践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07 金华燕 将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研究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09 潘柏操
结合 CDIO 模式的微波教学研究中实践教学改

革探索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10 廖臻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电磁场与电磁波实验》课

程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
电子信息学院

YBJG201811 汝醒君
信息技术在信管类课程教学中的有效性研究:

以雨课堂为例
管理学院

YBJG201812 童晓燕
基于协同视角的浙江省保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813 田京 研究生课程评分膨胀的困境与突围 管理学院

YBJG201814 余彩霞
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创业教育模式

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815 程颖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基于群体协作理念完善

普通高校在校课程建设研究
会计学院

YBJG201816 马壮 会计类本科生实习基地共享平台建设 会计学院

YBJG201817 汪瑾斌
互联网+时代财会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问题、

效应与重构——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会计学院

YBJG201819 王芳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分”大学课堂教学改革探

索与实践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820 徐振龙 科研创新实践培养大学生创新人才探索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821 陈慧鹏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中

的创新与实践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822 李春光
新经济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的机械设计课程教

学模式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823 谢文君
基于个性化教育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路

径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825 袁文强 面向留学生的 linux 操作系统课程教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26 周朝阳
基于学科竞赛平台的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研究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27 黄彬彬
基于 OBE 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课程教

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28 谭敏 面向留学生程序设计课项目化教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29 余宙
OBE 理念引导的《计算机学科前沿研讨》教学实

践与探索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30 李尤慧子
基于CDIO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云计算课

程教学改革研究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31 舒亚非
基于软件开发云的《软件过程与管理》课程教

学模式改革
计算机学院

YBJG201833 曹积稳
新转型背景下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现状分析及对

策研究——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继续教育学院

YBJG201835 郭爱美
OBE 理念下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模

式研究
经济学院

YBJG201836 张辽
我国高校本科教学“学评教”的有效性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经济学院

YBJG201837 谢素英 数学分析中的难点分析与研究 理学院

YBJG201838 杨建芳 基于学分制的高校第二课堂的管理研究 理学院

YBJG201840 赵超樱
新工科背景下思维导图法在《应用光学》课程

中的应用与探索
理学院

YBJG201841 熊瑜 《离散数学》实践教学的深入探讨 理学院

YBJG201842 陈庆光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

层次递进培养模式研究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3 严明 《生物统计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4 范姗慧
以目标为导向的交叉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构建和研究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5 李杜娟 通识课堂教学管理的信息化实践与研究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6 范明 生物医学信息学国际化课程建设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7 王训恒
基于微课的《计算/智能生物医学》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48 李婷 基于后喻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教学模式构建探析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

学院

YBJG201849 吴子朝 视频互动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模式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

学院

YBJG201850 李赫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学生工作新模式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

学院

YBJG201851 上官海青 生态位视域下高校智慧教育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

学院

YBJG201852 王洁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传媒国际化人才素质

需求与培养模式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

学院

YBJG201854 朱玲 高校师生健身环境的初步研究 体育教学部



YBJG201856 曹淼
易班-互联网+视域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养探

索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857 尚俊娜
新工科背景下理论课对于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

培养研究（以“随机信号处理”课程为例）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858 张爱桦 学生工作视角下对高校学风建设的思考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860 孔佳鸣
雅思课程体系与大学外语教学融合探索——以

卓越学院为例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1 张婷婷
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英语专业新生思辨能力培养

研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2 杜驭炎
Coh-Metrix 工具在大学英语精读课写作教学中

的应用探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3 何小香
基于 MOOCs 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交互模式构建

研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4 乔锟华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英语教师角色研

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5 康慨
理工类大学本科英语专业英汉口译混合式教学

初探
外国语学院

YBJG201867 胡伟通
面向实际应用能力提升的计算机网络管理课程

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YBJG201868 岳恒立 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YBJG201869 冯尉瑾 以性格为导向提升大学贫困生自我获得感研究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YBJG201870 罗平
基于 OBE 理念的“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改

革探索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71 祝红梅
基于“学习产出”(OBE)的智能电网传感量测技

术课程教学改革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72 叶虹敏
基于“杭州人工智能产业” 的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建设探讨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73 郭云飞
基于 OBE 理念的自动控制原理教学过程质量持

续改进研究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74 陈志坤 基于 OBE 理念的 EDA 技术实践课程改革 自动化学院

YBJG201875 段利强
大学生学业困难精准帮扶机制的实证研究——

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保卫处

YBJG201876 林浩 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路径与对策 文一公司

YBJG201878 马雪君 用户需求视角下高校档案信息服务研究 档案馆

YBJG201880 亓文涛
地方高校实验室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研究——

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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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研究期限

学院部门

联系电话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制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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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要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A．重点项目 B．一般项目

C．委托项目 D．自筹经费项目

起止年月 项目编号

项目总经费 项目总支出 结余经费

项目预期

成果形式

项目实际

成果形式

项

目

组

成

员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所在单位 承担工作

二、项目开展情况

1、项目工作总结(项目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有关资料搜集、意见征求、学术讨论、调查研究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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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作者 刊物名称、刊号

3、项目研究成果(论文、专著、成果专利等清单，刊物论著需注明名称、发表时间及卷期号，专

利需注明名称、类别、获准专利国别、批准日期、专利号，须注明本人排序；同时论述研究成果

中提出的新观点、新方案、研究中突破的难点，成果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尚存在的不足之处

等)

4、立项时预期研究成果（按原立项申请书填写）

5、经费使用情况（一般项目可选填）

项目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对项目完成情况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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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务处意见

评定结论（在以下选项打√）

⑴未完成研究计划 □ ⑵完成情况一般 □

⑶完成情况良好 □ ⑷完成情况优秀 □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汇总表

学院（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刊物名称、刊号 刊物级别 成果时间
成果是否以核心

要素为主题

注：刊物级别以《关于印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国内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分级名录(2019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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