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4 年度提升计划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经

费的通知 

 

各学院（部）及有关单位：  

现将我校 2014 年度提升计划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资助额度

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省厅相关文件要求，2014 年度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经

费列在提升计划经费中。 

二、2014 年度提升计划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经费资助情况见

附件。请各有关单位按省厅相关文件要求，加强项目经费使用与管

理，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时间、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使用效益。同

时，要督促项目负责人完善项目验收手续，在项目完成后及时反馈

经费使用及效益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2014 年度提升计划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经费分配方案 

   

                                             发展规划处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发规〔2014〕21 号                   签发人：殷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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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提升计划本科教学工程相关项目经费分配方案 
项目序号 所在学院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 
等级 

立项或
配套
时间

划拨经费
（扣除设
备费万元）

备注 财务编号 

zy201301 地球与环境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环境工程 胡友彪 省级 2013 20.0  ZY101 

zy201302 化学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何  杰 省级 2013 5.4  ZY102 

zy201303 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传礼 省级 2013 20.0  ZY103 

zy20130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敬兆 省级 2013 20.0  ZY104 

zy201305 土木建筑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土木工程 徐  颖 校级 2013 20.0  ZY105 

zy201306 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伍  广
李雪斌

校级 2013 5.0  ZY106 

zy201307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电子信息工程 李良光 校级 2013 3.7  ZY107 

zy201308 化学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化学工程与工艺 何  杰 校级 2013 3.3  ZY108 

zy20130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朱金波 校级 2013 9.3  ZY109 

zy201310 理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程力学 经来旺 校级 2013 1.6  ZY110 

zy2013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汪克亮 校级 2013 7.7  ZY111 

zy201412 地球与环境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地质工程 胡友彪 校级 2014 20.0  ZY112 

zy201413 医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临床医学 叶  松 校级 2014 20.0  ZY113 

zy2014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朱金波 校级 2014 20.0  ZY114 

zy201415 理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信息与计算科学 方贤文 校级 2014 20.0  ZY115 

zy201416 土木建筑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李栋伟 校级 2014 20.0  ZY116 

zy201417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通信工程 朱宗玖 校级 2014 20.0  ZY117 

zy20141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信息安全 方贤进 校级 2014 20.0  ZY118 

zy2014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邵  康 校级 2014 20.0  ZY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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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201420 测绘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测绘工程 余学祥 校级 2014 20.0  ZY120 

tszy201401 测绘学院 特色专业 测绘工程 余学祥 省级 2014 6.0  ZY121 

tszy201402 地球与环境学院 特色专业 环境工程 
胡友彪
高良敏

省级 2014 6.0  ZY122 

tszy2014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 复合材料工程 朱金波 校级 2014 6.0  ZY123 

tszy201404 化学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李寒旭 校级 2014 6.0  ZY124 

tszy201405 理学院 特色专业 工程力学 经来旺 校级 2014 6.0  ZY125 

zjjh201201 能源与安全学院 卓越计划 采矿工程 华心祝 国家级 2012 10.0  ZY126 

zjjh201202 能源与安全学院 卓越计划 安全工程 刘泽功 国家级 2012 10.0  ZY127 

zjjh201203 土木建筑学院 卓越计划 土木工程 徐  颖 省级 2012 10.0  ZY128 

zjjh201304 机械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传礼
国家级
省级 

2013 10.0  ZY129 

zjjh20130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黄友锐 国家级 2013 10.0  ZY130 

zjjh20130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矿物加工工程 朱金波
国家级
省级 

2013 10.0  ZY131 

zjjh20130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朱金波 省级 2013 10.0  ZY132 

zjjh201308 化学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化学工程与工艺 何  杰 校级 2012 6.0  ZY133 

zjjh2013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敬兆 省级 2013 10.0  ZY134 

zjjh201310 地球与环境学院 卓越计划 地质工程 胡友彪 省级 2013 10.0  ZY135 

zjjh201311 医学院 卓越计划 临床医学 张荣波 省级 2013 10.0  ZY136 

zjjh20141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通信工程 姚善化 省级 2014 10.0  ZY137 

zjjh201413 化学工程学院 卓越计划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颜事龙 省级 2014 10.0  ZY138 

zjjh201414 地球与环境学院 卓越计划 环境工程 
高良敏
宋晓梅

校级 2014 6.0  ZY139 

zjjh201415 理学院 卓越计划 工程力学 经来旺 校级 2014 6.0  ZY140 

zjjh2014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卓越计划 卓越管理人才培养计划 何  刚 校级 2014 6.0  ZY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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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jh201417 测绘学院 卓越计划 测绘工程 赵志根 校级 2014 6.0  ZY142 

sjjd201401 理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信息与计算科学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方贤文 省级 2014 12.0  ZY143 

sjjd20140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电子信息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李良光 校级 2014 12.0  ZY144 

sjjd201403 地球与环境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矿山水文地质实践教育中心 

许光泉
刘启蒙

校级 2014 12.0  ZY145 

sjjd201404 机械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工业设计创新创业中心 张  新 校级 2014 12.0  ZY146 

sjjd2014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新材料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刘海增 校级 2014 12.0  ZY147 

sjjd20140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践教育基地 吴观茂 校级 2014 12.0  ZY148 

sjjd201407 化学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化工与制药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李  忠 校级 2014 12.0  ZY149 

sjjd20140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

基地 
管理学类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何  刚 校级 2014 12.0  ZY150 

sxzx201401 理学院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信息技术基础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方贤文 省级 2014 10.0  ZY151 

sxzx20140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电气工程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祝龙记 校级 2014 10.0  ZY152 

sxzx201403 化学工程学院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基础化学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何  杰 校级 2014 10.0  ZY153 

sxzx20140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经济管理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姚德利 校级 2014 10.0  ZY154 

gkk201301 医学院 视频公开课 生理学 梅仁彪 省级 2013 5.0  ZY155 

gkk201402 经济与管理学院 视频公开课 管理学基础：理论、思想与发展 姚德利 校级 2014 5.0  ZY156 

gkk201403 化学工程学院 视频公开课 物理化学 何  杰 校级 2014 5.0  ZY157 

gkk201404 地球与环境学院 视频公开课 环境评价理论与方法 
高良敏
郑永红

校级 2014 5.0  ZY158 

gkk20140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视频公开课 电力电子技术 祝龙记 校级 2014 5.0  ZY159 

gxk201301 地球与环境学院 资源共享课 水文地球化学 李小龙 校级 2013 5.0  ZY160 

gxk201302 经济与管理学院 资源共享课 企业战略管理 姚德利 校级 2013 5.0  ZY161 

gxk201303 思政部 资源共享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徐其清 校级 2013 5.0  ZY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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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k20130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资源共享课 数据库系统 周华平 省级 2013 5.0  ZY163 

gxk201405 外国语学院 资源共享课 大学英语 雷鹏飞 省级 2014 5.0  ZY164 

gxk201406 医学院 资源共享课 中医学 郑为超 省级 2014 5.0  ZY165 

gxk201407 理学院 资源共享课 算法设计与分析 方贤文 省级 2014 5.0  ZY166 

gxk201408 思政部 资源共享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孙  功 校级 2014 5.0  ZY167 

gxk201409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资源共享课 自动控制原理 刘淮霞 校级 2014 5.0  ZY168 

gxk201410 地球与环境学院 资源共享课 岩石学 
刘文中
林清茶

校级 2014 5.0  ZY169 

gxk201411 土木建筑学院 资源共享课 岩土工程特殊施工技术 李栋伟 校级 2014 5.0  ZY170 

gxk2014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资源共享课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 刘  银 校级 2014 5.0  ZY171 

gxk201413 经济与管理学院 资源共享课 人力资源管理 宋  利 校级 2014 5.0  ZY172 

gxk201414 机械工程学院 资源共享课 工程训练 黄绍服 校级 2014 5.0  ZY173 

jxtd201301 土木建筑学院 教学团队 建筑学专业教学团队 黄云峰 校级 2013 5.0  ZY174 

jxtd201302 机械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栾振辉
来永斌

校级 2013 5.0  ZY175 

jxtd201303 机械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张东速 校级 2013 5.0  ZY176 

jxtd20130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电气信息平台课程教学团队 周孟然 校级 2013 5.0  ZY177 

jxtd2013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闵凡飞 校级 2013 5.0  ZY178 

jxtd20130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李敬兆 校级 2013 5.0  ZY179 

jxtd201307 理学院 教学团队 物理教学团队 汤永新 校级 2013 5.0  ZY180 

jxtd201308 理学院 教学团队 数学建模教学团队 许  峰 校级 2013 5.0  ZY181 

jxtd201309 医学院 教学团队 医学基础课教学团队 张荣波 校级 2013 5.0  ZY182 

jxtd201310 测绘学院 教学团队 GIS 教学团队 徐良骥 校级 2013 5.0  ZY183 

jxtd201411 思政部 教学团队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团队 孙  功 校级 2013 5.0  ZY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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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td201412 化学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爆炸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郭子如 省级 2014 5.0  ZY185 

jxtd201413 理学院 教学团队 公共数学教学团队 殷志祥 省级 2014 5.0  ZY186 

jxtd201414 能源与安全学院 教学团队 采矿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华心祝 校级 2014 5.0  ZY187 

jxtd201415 土木建筑学院 教学团队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徐  颖 校级 2014 5.0  ZY188 

jxtd2014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学团队 矿物材料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徐初阳 校级 2014 5.0  ZY189 

jxtd201417 能源与安全学院 教学团队 安全工程教学团队            刘泽功 校级 2014 5.0  ZY190 

jxtd201418 地球与环境学院 教学团队 地质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刘文中 校级 2014 5.0  ZY191 

jxtd2014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学团队 工商管理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姚德利 校级 2014 5.0  ZY192 

ghjc201401 地球与环境学院 规划教材 环境水文地质学 胡友彪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2 地球与环境学院 规划教材 煤地质学 胡宝林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3 地球与环境学院 规划教材 环境科学概论 高良敏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4 能源与安全学院 规划教材 采场顶板控制及监测技术 高召宁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5 能源与安全学院 规划教材 井巷工程 李英明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6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土木工程材料 倪修全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7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爆破工程 徐  颖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8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土力学 李栋伟 省级 2014 1.0  

ghjc201409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工程结构荷载与可靠度设计原理 马芹永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0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道路勘测设计 林  雨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1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土木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方向） 姚传勤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2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房屋建筑学 黄云峰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3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隧道工程 王长柏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4 土木建筑学院 规划教材 地下工程施工技术 袁文华 省级 2014 1.0  

ZY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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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jc201415 机械工程学院 规划教材 矿山机械 郭永存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6 机械工程学院 规划教材 液压传动 张  军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7 机械工程学院 规划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李文荣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规划教材 信息理论与编码 姚善化 省级 2014 1.0  

ghjc201419 理学院 规划教材 工程力学 经来旺 省级 2014 1.0  

ghjc201420 理学院 规划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殷志祥 省级 2014 1.0  

ghjc201421 理学院 规划教材 线性代数 许  峰 省级 2014 1.0  

ghjc201422 医学院 规划教材 医学免疫学实验教程 许礼发 省级 2014 1.0  

ghjc201423 经济与管理学院 规划教材 市场营销学 雷思友 省级 2014 1.0  

ghjc201424 测绘学院 规划教材 《卫星导航定位原理及应用》习题集与实验指导书 余学祥 省级 2014 1.0  

ZY193 

2013jyxm073 理学院 教研项目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公共数学课发展性评价机制的
研究 

许  峰 省级 2014 1.0 重点

2013jyxm074 能源与安全学院 教研项目 
基于卓越计划的工程型安全工程本科生培养模式改
革 

蔡  峰 省级 2014 1.0 重点

2013jyxm075 化学工程学院 教研项目 
建设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提升教学科研服务能力的研
究 

邢宏龙 省级 2014 1.0 重点

2013jyxm076 医学院 教研项目 
基础平台建设与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对接的研
究 

张荣波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77 测绘学院 教研项目 
基于应用型矿山特色的测绘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教学
改革研究 

徐良骥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78 地球与环境学院 教研项目 系统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培养地学特色人才 张平松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79 化学工程学院 教研项目 
化工类专业“三实一设”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构建
与实践 

武成利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8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研项目 
面向国际化工程教育的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的构建 

刘海增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81 思政部 教研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人文关怀教
育研究 

李长虹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82 外国语学院 教研项目 安徽省高校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尚  睿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jyxm08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研项目 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的研究与建设 吴观茂 省级 2014 0.5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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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szxm02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研项目 基于新专业标准的电气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祝龙记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szxm029 思政部 教研项目 
着力培养工科生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意识——以
安徽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 

康桂英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szxm030 思政部 教研项目 中国梦与大学生责任担当和责任教育研究 张太保 省级 2014 0.5 一般

2013szxm031 思政部 教研项目 理工科院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研究 徐其清 省级 2014 1.0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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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zdxm01 党政办公室 重大教研项目 青年教师综合能力培养机制和实施方法研究 颜事龙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2 发展规划处 重大教研项目 工科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刘泽功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3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机械类产学研合作教学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研究
与实践 

王其东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4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系统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培养地学特色人才 张平松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5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卓越计划下实践型安全工程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 蔡 峰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6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教学研究服务能力提升的研究 邢宏龙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7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电气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多元化开放式实践教学改革
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周孟然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8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许光泉 校级 2013 0.3  

2013zdxm09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化工类专业“三实一设”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构建
与实践 

武成利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0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专业认证的仪器类专业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
系改革与实践 

杨洪涛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1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信计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方贤文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卓越工程师计划”
的矿物加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刘海增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教学资源共享体系的研究与建设 吴观茂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4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面向采矿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
实践平台建设 

高召宁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5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面向区域特色土木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教材
体系建设 

徐 颖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6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础平台建设与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对接的研
究 

张荣波 校级 201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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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zdxm17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新专业标准的电气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祝龙记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
究 

何  刚 校级 2013 0.3  

2013zdxm19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卓越计划背景下的土木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平  琦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0 测绘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应用型矿山特色的测绘专业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与实践 

徐良骥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1 思政部 重大教研项目 理工科院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研究 徐其清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2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从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透视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尚 睿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3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工科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的长效机制研究与实践 张治国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4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采矿工程专业“卓越计划”工程教育教学团队 查文华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5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卓越工程师视野下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
究 

吴金荣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6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建筑学专业综合改革研究 黄云峰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7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 CDIO 的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长柏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8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来永斌 校级 2013 0.3  

2013zdxm29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工业设计专业创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马伏波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0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机械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与实践 

栾振辉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协同创新下的自动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欧阳名
三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下的《电力电子技术》教
改探索 

李  平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实践教学内涵优化与创新 郑林义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特点的工程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研究 

丁国新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5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以科研促进教学，深化化工原理教学改革的研究 徐继红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6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化工专业工程创新能力培养思考 王金明 校级 201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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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zdxm3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新形势下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及教学方法
研究 

张顺香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多媒体教学中算法可视化交互式教学的研究和实现 廖  涛 校级 2013 0.3  

2013zdxm39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公共数学课发展性评价机制的
研究 

许  峰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0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应用物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研究 李成龙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1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互动多媒体支撑下的医学本科生课堂教学研究 许礼发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2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专业课的教学中引入 SECI 模型教学法的尝试 陈铎葆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3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卓越检验师”-四年制医学检验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陆  军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4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教学研究型大学特色老师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邵  康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5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创新研
究 

张水平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6 测绘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培养创新型测绘人才的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王列平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7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理工科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模式研究 谢振安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8 教务处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教学学术”的高校教师教学激励机制研究与
实践 

徐初阳 校级 2013 0.3  

2013zdxm49 教务处 重大教研项目 提升本科教学督导效能的研究 李德忠 校级 2013 0.3  

2013zdxm50 人事处 重大教研项目 理工类高校青年教师能力发展途径研究 荣军士 校级 2013 0.3  

2013zdxm51 后勤资产处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过程的我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徐  强 校级 2013 0.3  

2013zdxm52 院士办公室 重大教研项目 采矿工程专业协同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杨  科 校级 201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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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zdxm00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凌六一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李敬兆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3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理工科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及实践 李  兵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4 发展规划处 重大教研项目 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 陈满乾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5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学科建设成员绩效量化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高良敏 校级 201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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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zdxm006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机械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新模式探
索与思考 

张东速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7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多模块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新模式 王向前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8 研究生处 重大教研项目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陆  奎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09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以 i+1 为理论指导，完美我校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李  静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0 学生处 重大教研项目 强化资助育人功能  护航学生成长成才 田中良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1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依托国家工程教育实践中心，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新
模式 

张  新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2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汽车理论》仿真教学平台设计 王开松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
和应用研究 

郑钢丰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4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环境化学工程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与质量保障 陈明功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5 学术出版中心 重大教研项目 
制度-平台-教育:高校青年教师学术道德建设三维互
动体系分析 

范  君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6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具有卓越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安全工程专业本科
生的协同培养 

刘  健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7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土木工程专业(矿山建设方
向)核心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蔡海兵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8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武器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谢兴华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学生素质提升的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过程控制及
实践研究 

王  勇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就业潜力开发模式研究 张文利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1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础力学教改中的“以赛促进” 刘丹丹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2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SECI 框架下对应用型创新性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讨 

蔡  茹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3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大学生统计建模能力的培养与统计建模大赛研究 张洪涛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4 体育部 重大教研项目 
行为分析理论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师生交往优
化研究 

杨  春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5 教务处 重大教研项目 综合性大学开设医学通识类公选课的实践与探索 朱  涛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6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理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与探索 刘祥伟 校级 201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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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zdxm027 思政部 重大教研项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地方化研究 朱广亮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8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实践性教学管理体系
构建的研究 

杜传梅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29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协同创新的自动化专业多维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石晓艳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教师发展的高校多维协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
建 

刘琳琳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1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土地资源调查综合实习课程的建设与实践研究 张红梅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孙克雷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人文艺术类公选课管理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理工
大学为例 

朱俊奇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4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消防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聂士斌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5 能源与安全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采矿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模式构建——以《矿山岩石力学》为例 

孙  建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6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任务驱动”模式土木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专
业课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 

刘吉敏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7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土木工程专业创新
型实验教学研究 

张吉兆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电气工程专业课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 贾晓芬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39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维实践平
台建设 

陈  秀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0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加大化学实验室开放力度，构筑大学生科技创新平
台 

王  斌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1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制药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研究 

彭成松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2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提高基础物理实验教学效率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张建秋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3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工科院校大学英语拓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  宁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4 地球与环境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础地质实验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林清茶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5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适应卓越工程师的机械电子工程新专业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张  军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6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机械类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的研究 邓海顺 校级 2014 0.3  

ZY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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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zdxm047 化学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霍兰德职业性向理论探索辅导员在促进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的指导作用研究 

孙艳菊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项目驱动的 PLC 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徐汶东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49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日语专业听力教学现状分析及教学法研究——以安
徽省各高校日语专业为例 

朱  乔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0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感染性病案 PBL 教学法的研究 范巧云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1 测绘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职业规划的大学生考研、就业抉择机制研究 张  坤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2 宣传部 重大教研项目 
国际化教育视阈下的理工科高校军事理论课管理模
式研究 

王新林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3 土木建筑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探究 黄广顺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4 机械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 CDIO 工程教育标准的测控专业卓越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马天兵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 CDIO 开放式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徐善永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废弃物资源化实践教学研究 万祥龙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践
教学研究 

刘振英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8 理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论理工科院校数学素质教育的研究 周继振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59 测绘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资源共享的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的研究 苏  涛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0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全球化语境下 EFL 学习者文化身份建构研究 陈少彬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1 外国语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语言模因论的理工科院校英语演讲教学研究 周  宁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2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合作学习在《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中的探索 陶慧慧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3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情景模拟式考核在护理专业实践教学中的研究 吴  蕊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效性研究 魏建徽 校级 2014 0.3  

2014zdxm065 医学院 重大教研项目 
基于转化医学理念医学检验本科生能力培养和评价
体系构建——以《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教学改革为
切入点 

王子健 校级 2014 0.3  

ZY196 

jtxx20130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坛新秀 于水娟 于水娟 校级 2014 0.3  

jtxx20130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坛新秀 丁国新 丁国新 校级 2014 0.3  
ZY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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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xx201307 外国语学院 教坛新秀 李  争 李  争 校级 2014 0.3  

jtxx20130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坛新秀 杨超宇 杨超宇 校级 2014 0.3  

jtxx201309 思政部 教坛新秀 王宏兴 王宏兴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0 土木建筑学院 教坛新秀 白  雪 白  雪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1 能源与安全学院 教坛新秀 张向阳 张向阳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2 机械工程学院 教坛新秀 李永梅 李永梅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坛新秀 朱俊奇 朱俊奇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坛新秀 周华平 周华平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5 体育部 教坛新秀 李争晖 李争晖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6 理学院 教坛新秀 郭  娟 郭  娟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7 测绘学院 教坛新秀 郭  辉 郭  辉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8 医学院 教坛新秀 沈  静 沈  静 校级 2014 0.3  

jtxx201319 化学工程学院 教坛新秀 曹秀军 曹秀军 校级 2014 0.3  

jtxx201320 地球与环境学院 教坛新秀 郑永红 郑永红 校级 2014 0.3  

ZY197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设备费 104.0  ZY199 

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省级特色专业（皖教高
[2010]28 号） 

祝龙记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0 

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省级特色专业（皖教高[2010]28
号） 

潘地林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1 

3 机械工程学院 特色专业 测控技术及仪器省级特色专业（皖教高[2011]5 号）王传礼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2 

4 能源与安全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安全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教高司函〔2013〕56
号） 

刘泽功 国家级 2014 7.0 配套 ZY203 

5 能源与安全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采矿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教高司函〔2013〕56
号） 

华心祝 国家级 2014 30.0 配套 ZY204 

6 土木建筑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土木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皖教高[2012]14 号） 徐  颖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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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皖教高[2012]14
号） 

朱金波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6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皖教高[2012]14
号） 

姚德利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7 

9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自动化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皖教高[2012]14 号） 黄友锐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08 

10 能源与安全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矿业工程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教高[2012]8
号） 

石必明 国家级 2014 0.0 配套 ZY209 

11 土木建筑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土木工程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教高[2012]8
号） 

徐  颖 国家级 2014 50.0 配套 ZY210 

12 化学工程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民用爆破器材与工程爆破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教高[2012]8 号） 

颜事龙 国家级 2014 4.5 配套 ZY211 

13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机械工程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教高司函
[2013]48 号） 

王传礼 国家级 2014 30.0 配套 ZY212 

14 地球与环境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地质工程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教高司函
[2013]48 号） 

胡友彪 国家级 2014 14.1 配套 ZY213 

1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电气信息工程省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皖教高
[2012]14 号） 

周孟然 省级 2014 3.0 配套 ZY214 

16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机械工程省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皖教高[2012]14
号） 

张  新 省级 2014 3.0 配套 ZY215 

17 机械工程学院 实验实训示范中心
机械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高函
[2013]10 号） 

张东速 国家级 2014 0.0 配套 ZY216 

1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实验实训示范中心 计算机省级实验实训中心（皖教高[2010]28 号） 陆  奎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17 

19 土木建筑学院 实验实训示范中心
土木工程省级示范实习实训中心（皖教高[2011]5
号） 

徐  颖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18 

20 教务处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教高司函
[2013]8 号） 

宫能平 国家级 2014 150.0 配套 ZY219 

21 教务处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

中心 
应用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中心 刘泽功 省级 2014 10.0 配套 ZY220 

国家级、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配套设备费 204.4  ZY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