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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立项的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清单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学院、部门

（以立项文件为准）

ZDJG201801 重点 何志伟
面向OBE的电类专业核心课程群工程教育改革

研究与实践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ZDJG201802 重点 胡体玲
基于“互联网+教育”的电路与电子学实验教

学模式研究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ZDJG201803 重点 高海霞 经管类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管理学院

ZDJG201804 重点 黄鹤 杭电“三位一体”招生有效性评价研究 管理学院

ZDJG201805 重点 李敬
“管理会计创新班”——校企合作机制及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会计学院

ZDJG201806 重点 金辉
互联网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教学的国际化接轨机
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经济学院

ZDJG201807 重点 蔡立予
基于“多元聚类分析”的留学生精品小班化教
学研究

外国语学院

ZDJG201808 重点 景妮洁
对分课堂在《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中的新探
索

自动化学院

ZDJG201809 重点 林伟杰
面向工程教育的问题驱动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以电机学为例）

自动化学院

ZDJG201810 重点 何宏
产教融合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科学技术研究院

YBJG201901 一般 陆潇晓
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以材
料学专业为例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YBJG201902 一般 李心悦
创新型复合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评价体系探索与研究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YBJG201903 一般 张栋 工程认证下环境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探索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YBJG201904 一般 杨柳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改革探究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05 一般 牛小燕 竞赛驱动的数字系统课程设计的教学改革研究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06 一般 杜铁钧 项目驱动模式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07 一般 于长秋 数字电路相关英文教学辅助课件开发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08 一般 潘玉剑 SystemVue辅助《通信原理》课堂教学研究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09 一般 谢强强 面向国际留学生的《电子线路实习》教案开发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10 一般 蔡佳林 电路原理英语辅助教学课件开发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11 一般 骆新江
实践导向型逆向教学方法在电磁场与电磁波教
学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院）

YBJG201912 一般 曹园园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高校教师SPOC混合教学能力

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913 一般 张利
基于OBE理念的MOOC课程资源设计与实践研究
——以《运筹学》为例

管理学院

YBJG201914 一般 张忠良
争创“双一流”高校背景下本科生科研能力培
养模式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915 一般 崔剑
新工科模式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生态体
系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916 一般 余竹君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评价改革策略研究 管理学院

YBJG201917 一般 潘伟
信息化下的来华留学生管理—以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留学生管理系统为例

国际教育学院

YBJG201918 一般 蒙臻
科研项目导引式机械类本科生研究性学习教学
模式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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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JG201919 一般 王洪成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高效组织和

参赛策略探索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920 一般 张俐楠
校企合作培养背景下工科青年教师培养的现实
阻力及对策研究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921 一般 何利华
“智能制造”背景下跨学科协同培养新工科人
才机制探索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922 一般 赵慧俊
以专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机械制造工程学教学
模式探索

机械工程学院

YBJG201925 一般 张林达
精准扶贫理念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实践与探
索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YBJG201927 一般 史晓颖
基于案例驱动的《办公自动化软件》“对分课
堂”教学改革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YBJG201928 一般 朱素果
基于课堂教学S-T行为智能识别的教学效果评
价分析与研究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YBJG201929 一般 张怀相
项目教学法在计算机硬件实践类课程中的教学
改革研究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YBJG201931 一般 傅婷婷
移动微学习环境下学习参与者特征刻画及行为
建模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YBJG201932 一般 徐姗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及其联动实现路径

经济学院

YBJG201933 一般 黄娟
应用型国贸人才培养专业群“平台+模块+互选
”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经济学院

YBJG201934 一般 胡馨月
“互联网+”背景下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的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为例

经济学院

YBJG201935 一般 杨雅芬
基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探
索——以速卖通为例

经济学院

YBJG201936 一般 刘彦 基于“问题导向”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改革 理学院

YBJG201937 一般 邓琴 新形势下复变函数课堂信息化改革研究 理学院

YBJG201938 一般 宫改云
“以学为中心”的高等数学C2实验课的改革与
实践  

理学院

YBJG201939 一般 司君如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近世代数》课程改革研究 理学院

YBJG201940 一般 王双
基于国际理解素养提升的思政教学模式创新探
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

YBJG201941 一般 杨乐
“TBL小组学习”教学改革研究——以概论课
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YBJG201942 一般 何远彬
基于项目驱动式学习的《电力电子技术II》课
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3 一般 方嫦青
大数据视角下高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及其提升
路径研究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4 一般 夏宇栋
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复变函数及积分变换课程双
语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5 一般 薛梦凡 信号分析与处理教学过程质量持续改进研究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6 一般 石义芳
新工科背景下的测试技术与传感器课程教学改
革探索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7 一般 赖小敏 软件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8 一般 饶欢乐 培养学生“智能+”思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49 一般 郭艳 《工程识图》混合式教学方法研究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50 一般 刘红英
以教师科研课题为载体的大学生科研素质培养
的研究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51 一般 沈洁
 基于“走进科研”的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
培养

自动化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YBJG201952 一般 齐童巍 高校图画书通识课程美育功能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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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JG201953 一般 何书卿
讲座式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及评估体系构建——
《以亚洲文化专题》课程为试点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YBJG201954 一般 陈梅 基于学生特质的艺术类专业有效教学设计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YBJG201956 一般 楼小龙
基于OBE的工程教育模式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
中的实践应用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YBJG201957 一般 王彩红
基于“学习产出”（OBE）的《设计基础》教
学改革与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YBJG201958 一般 张美玲
媒介融合背景下大学生网络舆情课程的实践教
学研究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法学院

YBJG201959 一般 吕亚崙
基于移动互联网生态下碎片化学习模式的课程
内容设计研究——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专
项课为例

体育教学部

YBJG201960 一般 沈雷 户外拓展课程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 影响研究 体育教学部

YBJG201961 一般 何美霖 《信号与系统》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962 一般 潘鹏
新工科背景下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探索——以《
信息论与编码》为例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963 一般 易志强 “新工科”背景下通信电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964 一般 苏明坤 通信技术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研究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965 一般 胡志蕊
基于“课堂-实验-实践”三维一体的《移动通

信》教学模式研究
通信工程学院

YBJG201966 一般 罗一丽 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中教师有效教学行为研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67 一般 陈倩珊 基于数据驱动项目式的学术写作教学研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68 一般 吕洲洋 动态评价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69 一般 邹戈斌
基于移动技术的大学英语教育信息化适应性研
究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70 一般 雷雯 OBE理论视角下外语第二课堂实践教学与探讨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71 一般 卢峰
提升外语专业第二课堂育人实效的路径探析
——以外国语言文化节为例

外国语学院

YBJG201972 一般 郑秋华 研学结合的网安人才创新能力培养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浙江保密学院）

YBJG201973 一般 刘霞
对新高考下大类招生与分流的反思——以网络
空间安全类与计算机类为例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浙江保密学院）

YBJG201974 一般 姚晔
从程序设计基础到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课
程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浙江保密学院）

YBJG201975 一般 张奇峰
共商共建共享视阈下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科学
化路径研究

保卫处

YBJG201976 一般 林海旦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研究
与实践——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YBJG201977 一般 王玮
高校学生选课事务管理“最多跑一次”改革模
式探索——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教务处

YBJG201978 一般 徐明月
高校IPv6校园网络体系构建研究——以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为例

网络数据中心

YBJG201979 一般 孙云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研究——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学校办公室

YBJG201980 一般 郑薇薇 人工智能2.0时代高校智慧教育研究 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