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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YZD20140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研究与实践

谷震离 计算机学院 重点
唐晓辛、温小兵、刘锟、刘志荣、王
旭阳、罗梓元、李庆、梁鹏、崔灵

2017.12 0.5

2 JYZD20140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
与研究

仇云利 电信学院 重点 陈湛旭、刘一、万巍、汪洁 2017.09 0.5

3 JYZD201403
机械工程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协同培养改革创新
与实践

罗忠辉 机电学院 重点
郑振兴、杨永、姚屏、罗永顺、周莉
、陈泳竹、覃孟扬、张玉霞、喻菲菲
、刘大维、谭红旭、李鸿基

2017.06 0.5

4 JYZD201404
能力本位的职教师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
学体系探索研究

肖蕾 自动化学院 重点 张绪红、周卫、张先勇、刘克江 2017.10 0.5

5 JYZD201405
校企协作模式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研究与实践

刘光磊 传播学院 重点 吴天生、鲁钇山、曹育红、李端强 2016.10 0.5

6 JYZD201406
基于能力本位的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易建华 管理学院 重点 于伟、吴小立、潘晓兰、杨继福 2017.09 0.5

7 JYZD201407
基于《财务管理》课程的网络与课堂混合互动
式教学改革研究

龙文斌 会计学院 重点
陈芸、罗映红、卢琪、张凤娜、吴艳
芳、唐际燕、李洁伦

2017.10 0.5

8 JYZD201408
“多维一体化”的协同项目实践动画教学体系
研究

姚琳 美术学院 重点 皮宪文、陈宜人、黄爱民、周洁 2016.12 0.5

9 JYZD201409 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陶红 教育学院 重点
陈丽君、唐芬芬、徐艳贞、王玉婷、
李存园

2016.10 0.5

10 JYZD201410 民族经济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朱宏伟 民族学院 重点 刘向红、汪学阳、米月新 2016.12 0.5

11 JYZD201411
高师音乐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变革与实践研
究----翻转式教学

李琛 音乐学院 重点
邓兰、孙迪、尹新春、王晓燕、马蔚
蔚、姜莱、汪胜付、杨璐

2017.08 0.5

12 JYZD20141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丁力 国际教育学院 重点 喻忠恩、马倩美、陈淑瑶 2017.09 0.5

13 JYZD201413
U-S”协作背景下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模式
研究与实践

覃易寒 师资培训中心 重点
邓兰兰、陈浩海、任平、徐玲、柏晶
、江朝勇

2017.09 0.5

14 JYYB201401
基于研究性教学的《常微分方程》教学改革方
法的研究

陈月红 计算机学院 一般 梁海华、黄凤英、王芳 2016.1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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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YYB201402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高等数学课程启发教学模式
与效果研究

陈顺轩 计算机学院 一般 陈艳美、何小兰 2016.03 0.2

16 JYYB201403 虚拟仿真技术在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刘一 电信学院 一般 杨舰、程骏、李仪芳 2015.08 0.2

17 JYYB201404
基于CDIO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雷方元 电信学院 一般 刘兰、蔡君 2015.08 0.2

18 JYYB201405 机电专业青年教师培养机制研究 陈泳竹 机电学院 一般 姚屛、罗永顺、杨永、陈耿炎 2016.10 0.2

19 JYYB201406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伦理意识培养研究 殷科 机电学院 一般 胡飞、鄢莉、吕欣欣、张睿智 2016.10 0.2

20 JYYB201407
“建筑信息设施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与信息化
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王娜 自动化学院 一般 宋海鹰、李丽 2015.09 0.2

21 JYYB201408 《电视文艺节目创作》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梅 传播学院 一般 王慧敏、朱姝、陈军 2015.09 0.2

22 JYYB201409
基于翻转课堂和学科竞赛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教
学改革试验研究

伍国华 传播学院 一般
谢运佳、王禹、赵剑冬、陈军、蓝丽
萍

2016.11 0.2

23 JYYB201410
以职业胜任力培养为导向的专业概论课程改革
研究—以我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孙敏 管理学院 一般 吴蕊、曾建权 2016.12 0.2

24 JYYB201411
高校大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协
同提高的策略研究

廖丽平 管理学院 一般 于伟、马文聪、李娜 2016.10 0.2

25 JYYB201412
基于协同培养的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项目化教
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辛玉红 会计学院 一般 单纯、黄明睿、许世平、蔡军 2015.09 0.2

26 JYYB201413
基于协同创新的公共管专业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吴月 政法学院 一般 符文品、唐斌 2015.09 0.2

27 JYYB201414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高校院系教学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构建研究

蔡永宁 政法学院 一般 阳程文、卜质琼 2016.09 0.2

28 JYYB201415 古诗文百篇背诵工程的实施、监测与反馈 项裕荣 文学院 一般 陈赟、劳信超、赵忠敏 2016.09 0.2

29 JYYB201416 师范生教师职业礼仪教育研究 邹晓霞 文学院 一般 刘汉光、劳信超、唐月琴 2016.09 0.2

30 JYYB201417 创设情景语境，促进日语教学 杨朝晖 外国语学院 一般 杨曼、曾志灵、杨秀 2015.12 0.2

31 JYYB201418
基于CLIL教学理念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改革探
索

李逸涵 外国语学院 一般 邵朝杨、王海燕 2016.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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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YYB201419 学生“自我评价”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张锋美 美术学院 一般 黄明秋、吴振全 2016.09 0.2

33 JYYB201420
深度融合信息化、智能化的交通运输专业建设
研究

孔春玉 汽车学院 一般 徐伟、杨勇、伍强、朱玉平、王红云 2016.10 0.2

34 JYYB201421 《纲要》教学模式改革的探讨与实践 赵蕊 社科部 一般 蔡朝晖、陈晓萍、付爱萍 2016.09 0.2

35 JYYB201422 大学生职业英语能力培养对策研究 刘衡英 大英部 一般 徐玲、曾玲、李婷婷、黄南芳 2016.11 0.2

36 JYYB201423 “开放式”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 曾燕波 大英部 一般 古琦慧、徐玲、邵义强、吴韫琳 2016.10 0.2

37 JYYB201424
基于同伴指导教学法的教师教学技能实训改革
研究

陈凌峰 工业中心 一般 姚蕊、高阿林、刘七华 2015.12 0.2

38 JYYB201425
校园心理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中的
应用与研究

王明粤 学生处 一般 章玉祉、任增辉 2016.10 0.2

39 JYYB201426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实验教学模式在公
选课中的应用研究

梁振球 网络中心 一般 陈雅、杨忠泽、徐省华 2015.12 0.2

40 JYYB201427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研究 郭正涛 学报 一般 伍文忠、赵元笃、黄英 2015.10 0.2

41 JYWT201401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高职与本科协同育人一体化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

钟旭 电信学院 委托 李飞燕、陈小玲 2015.08 0.8

42 JYWT2014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三二分段专升本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优化探索与实
践

周莉 机电学院 委托 李玉忠、姚屛、罗忠辉、郑振兴 2017.10 0.8

43 JYWT20140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高职-本科协同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周卫 自动化学院 委托
张绪红、薛金水、朱鹰屏、宋海鹰、
李灿飞

2017.07 0.8

44 JYWT201404
高职本科一体化会计学专业教学标准研制与实
践

向凯 会计学院 委托
张颜瑜、李旭旦、刘国庆、周阿立、
李勤

2016.12 0.8

45 JYWT201405
国际化背景下的协同创新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
与实践

许竹君 大英部 委托 张艳、徐玲、金杰、刘衡英、李春晓 2016.10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