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学院2018、2020年一流本科教育专项项目结题结果一览表

项目基本信息
结题结果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院部门 项目负责人

产教融合示范专业建
设项目

JG-2018001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院 李洁 结题成果报告修改后通过

JG-2018004 英语 国际学院 杨芹 结题成果报告修改后通过

JG-2018005 林学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杨红 结题成果报告修改后通过

应用型精品课程建设
项目

JG-2018008 中国古代文学（线上） 人文学院 水汶 同意结题

JG-2018009 面向大数据的程序设计课程群 大数据学院 田波 同意结题

JG-2018011 英语语法 国际学院 何历蓉 同意结题

JG-2018017 农产品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学院 龙安华 同意结题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YLBK-2020044 基于CDIO模式的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探索 大数据学院 张东虞 同意结题

YLBK-2020048 中国历史地理 人文学院 李锦伟 同意结题

YLBK-2020050 C语言程序设计 大数据学院 韩春霞 同意结题

YLBK-2020057 导游能力训练 经管学院 刘姗 同意结题

YLBK-2020059 跨文化交际 国际学院 刘玮 同意结题

YLBK-2020060 综合英语 国际学院 宋萍 同意结题

YLBK-2020061 英语阅读 国际学院 李谦 同意结题

YLBK-2020064 黔东红色文化 马克思主义学院 皮坤乾 同意结题

YLBK-2020065 写作与沟通 写作研究院 孙向阳 同意结题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改革项目

JG-2018020 “互联网+”时代下基于3A视角的大学英语听说移动学习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国际学院 饶华宏 同意结题

JG-2018026 基于“案例式教学法”的《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高宇琼 同意结题

JG-2018031 应用转型背景下物理学专业核心课程改革 大数据学院 陈琳 同意结题

JG-20180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涛 同意结题

JG-2018034 “通用英语+国际视野英语”课程体系的建构与研究 国际学院 陈颖 同意结题

YLBK-2020006 基于OBE理念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教育学院 张新婷 同意结题

YLBK-2020008 “金课”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俊锋 同意结题

YLBK-2020013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中学体育教材与教法》课程改革研究 大健康学院 鲁娜娜 同意结题

YLBK-2020014 新教育视角下翻转课堂与体育教学 改革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大健康学院 吴海龙 同意结题

YLBK-2020019 基于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地方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 杨州 同意结题

YLBK-2020020 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生语言积累路径研究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 杨胜勇 同意结题

YLBK-2020023 转型视域下林学专业《土壤农化分析》教学改革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侯建伟 同意结题

YLBK-2020024 地方高校林学专业《土壤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陈芬 同意结题

YLBK-2020032 《农学概论》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谭智勇 同意结题

YLBK-2020033 《农业标准化》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经济管理学院 赵辉 同意结题

YLBK-2020034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核心课程《农业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田文勇 同意结题

YLBK-2020036 铜仁学院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校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经济管理学院 张翊红 同意结题

YLBK-2020038 基于多媒体技术“vi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 艺术学院 周祺芬 同意结题

YLBK-2020041 《装饰图案设计》教学改革 艺术学院 李秋焘 同意结题

YLBK-2021023 新文科背景 下《秘书办公自动化》课程智慧教学改革研究 人文学院 邓郁旭 同意结题

“梵净文库”校本教
材建设项目

JG-2018037 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十讲 国学院 廖延林 同意结题



“梵净文库”校本教
材建设项目

JG-2018040 生态教育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李泰君 同意结题

YLBK-2020068 《微观经济学教学案例库》 经济管理学院 陈俭 同意结题

YLBK-2020070 《写作·沟通》 写作研究院 肖跃玲 同意结题

YLBK-2020072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灵性教育问题探究》 大健康学院 赵梅玲 同意结题

YLBK-2020073 《贵州山区生态渔业实用技术指导》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梁正其 同意结题

YLBK-2020074 《乌江流域生态渔业发展研究》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巴家文 同意结题

YLBK-2020076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鱼类图鉴》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梅杰 同意结题

教学成果奖暨省级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2 基于“产教融合”材料与化工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石维 同意结题

3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本土实践 国学院 廖延林 同意结题

5 基于问题驱动的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体系 大数据学院 黄英芬 同意结题

9 园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李建新 同意结题

12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自主学习的实践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皮坤乾 同意结题

YLBK-2020085
基于导师制的地方本科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实践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刚凤 同意结题

YLBK-2020086 高校引领下“课堂进医院+康复进学校”残疾儿童教育康复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教育学院 陆艳 同意结题

YLBK-2020088 探索“山”字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服务山区发展的应用人才 教务处 龚静 同意结题

YLBK-2020089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写作与沟通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写作研究院 孙向阳 同意结题

YLBK-2020090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下的秘书实用写作课程“六部七性”循
环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人文学院 郭征帆 同意结题

YLBK-2020091 地方高校促进区域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铜仁学院实践与探索 教育学院 田劲松 同意结题

YLBK-2020092 初中数学教材习题处理策略的研究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 满延福 同意结题

YLBK-2020093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实践探索 教育学院 李红霞 同意结题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YLBK-2020042 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食品添加剂》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丽 延期一年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YLBK-2020043 武术（太极拳） 大健康学院 冯霞 延期一年

YLBK-2020045 幼儿园管理 教育学院 高雪春 延期一年

YLBK-2020046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教育学院 杨瑛 延期一年

YLBK-202004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雪 延期一年

YLBK-2020051 农产品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学院 徐仕强 延期一年

YLBK-2020052 西方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翟玉胜 延期一年

YLBK-2020053 地球科学概论 经济管理学院 吴育忠 延期一年

YLBK-2020054 社会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冉光仙 延期一年

YLBK-202005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德召 延期一年

YLBK-2020056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艺术学院 麻晔斐 延期一年

YLBK-2020062 中外设计史 艺术学院 孙凤娟 延期一年

YLBK-2020063 国学十讲 国学院 赖全 延期一年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改革项目

YLBK-2020001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高校工科实验分层次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无机化学实
验》为例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郭雷 延期一年

YLBK-2020002 OBE 理念下的《食品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体系变革重构的探索与实践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谭沙 延期一年

YLBK-2020003 基于协同育人的服务学习改革 大数据学院 冉耀宗 延期一年

YLBK-2020004 基于“雨课堂”的《电动力学》课程教学线上线下协同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大数据学院 肖政国 延期一年

YLBK-2020005 应用型案例教学模式研究——以《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 课程为例 教育学院 田仁海 延期一年

YLBK-2020007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地方高校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雄 延期一年

YLBK-2020009 地方高校应用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人文学院 李胜勇 延期一年

YLBK-2020011 基于药物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设计及应用实践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罗海荣 延期一年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改革项目

YLBK-2020012 基于产教融合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食品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朱苗 延期一年

YLBK-2020015 基于计算机思维的计算机专业《数字逻辑》课程改革研究 大数据学院 赵丽芬 延期一年

YLBK-2020016
地方高校公共课大班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研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
例

教育学院 袁再臣 延期一年

YLBK-2020017
以就业为导向的的地方高校会计专业综合模拟实
训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

经济管理学院 罗忠青 延期一年

YLBK-2020018 基于秘书实务课程“教、学、做、思”一体化模式的实践与改革 人文学院 杨雪 延期一年

YLBK-2020021 基于SketchBook数字绘画技术的园林手绘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邱发根 延期一年

YLBK-2020022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教学设计与实践—以通
识课程《保护生物学》为例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杨天友 延期一年

YLBK-2020025 基于“项目导向”的《鱼类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李忠利 延期一年

YLBK-2020027 水产养殖学专业教学用标准组织切片的优化配置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赵园园 延期一年

YLBK-2020028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教育学院 左文 延期一年

YLBK-2020029 OBE理念下英语口译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国际学院 杨婷 延期一年

YLBK-2020030 “山”字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国际学院 严娟 延期一年

YLBK-2020031 信息化时代英汉翻译课程体系优化改革 国际学院 皮谨煜 延期一年

YLBK-2020035 基于 PBL 教学法的《西方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体系改革 经济管理学院 彭虹 延期一年

YLBK-2020037 地方高校设计色彩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艺术学院 谢云中 延期一年

YLBK-2020039 《广告摄影》课程教学改革 艺术学院 戴腾 延期一年

YLBK-2020040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创新+应用”型教学课程改革模式构建 艺术学院 张少涛 延期一年

“梵净文库”校本教
材建设项目

YLBK-2020066 《食品包装技术》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刘庆庆 延期一年

YLBK-2020067 《实用商务汉语基础教程》 国际学院 贺婷 延期一年

YLBK-2020069 《现代汉语与使用口才教程》 人文学院 印有家 延期一年



“梵净文库”校本教
材建设项目

YLBK-2020071 《公文写作教程》 写作研究院 何波 延期一年

YLBK-2020075 梵净山植物学野外实习手册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杨传东 延期一年

YLBK-2020077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学案例集》 教育学院 杨瑛 延期一年

YLBK-2020078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院 李红霞 延期一年

YLBK-2020079 《学术英语写作》 国际学院 石慧敏 延期一年

YLBK-2020080 《英语书法》 国际学院 唐小辉 延期一年

YLBK-2020081 《设计透视》 艺术学院 潘学平 延期一年

YLBK-2020082 《标志设计》 艺术学院 孙飞 延期一年

YLBK-2020083 《民间雕刻工艺》 艺术学院 陈宏江 延期一年

教学成果奖暨省级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YLBK-2020084 构建校地产教融合育人体系，协同培养山地卓越农林人才创新与实践 经济管理学院 杨建 延期一年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YLBK-2020049 民族传统体育 大健康学院 李莹
撤销项目

（工作调动）

YLBK-2020058 养殖水环境化学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樊均德
撤销项目

（工作调动）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改革项目

JG-2018029 基于OBE理念的经管类课程实践体系优化及实践效果评价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董晓燕 撤销项目

YLBK-2020026 水生生物学实践教学技能竞赛 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 许勤智
撤销项目

（工作调动）

教学成果奖暨省级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YLBK-2020087 营造多元在地国际化场域 推进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罗红芳
撤销项目

（工作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