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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科大研〔2020〕2 号 

 

 
河南科技大学 

关于公布 2019 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基金、
课程建设基金及教学质量提升资助项目的 

通 知 
 

校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类项目管理办法》（河

科大研〔2017〕44 号）文件规定，在个人申报和学院推荐的基

础上，经专家函评及专家组会评，经学校研究，决定《健康中

国战略背景下食品类研究生创新创业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等

21 个项目获 2019 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高级

河南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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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遗传学》等 7 个项目获 2019年研究生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

提升工程项目基金资助。现将项目资助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1.河南科技大学 2019 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基金项 

目资助名单 

2.河南科技大学2019年研究生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 

提升工程基金项目资助名单 

 

 

 

 

河南科技大学 

2019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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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 2019 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名单 

序号 单 位 项目名称 类别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编号 

1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食品类研究生创新创业培

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教改重点 康怀彬 

古绍彬、王 耀、马红燕、段 续、

郭金英、王大红 
2019YJG-001 

2 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于校企协同创新机制的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

（MFA）培养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教改重点 刘刚田 

曹慧敏、张 茜、朱丹君  

刘丽娜、张 辉、廖 亮、 

梁雅明、尤 阳 

2019YJG-002 

3 医学院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

实践 
教改重点 段冷昕 

王建刚、赵建龙、刘 玲、 

王冬梅、沈国民、李瑞芳 
2019YJG-003 

4 林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风景园林硕士选题探索与

研究 
教改重点 李东升 

燕亚飞、苏 维、王 磊、 

张跃伟、杨 雪 
2019YJG-004 

5 管理学院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建

设 
教改重点 邓国取 

王汝峰、张攀科、赵小静、 

祖恩厚、丁超勋、李 丽、 

司建彬、韩茜 

2019YJG-005 

6 管理学院 基于 PBL 的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教改重点 郭  凯 
杨 枚、赵 丹、祖恩厚、任 睿、

张田田、胡珊珊、李姣姣 
2019YJG-006 

7 医学院 医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教改一般 李三强 
王 萍、刘建成、马灵筠、 

王梅林、席守民 
2019YJG-007 

8 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研究 教改一般 杨连专 郭国坚、林国强 2019YJG-008 

9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类专业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教改一般 向进乐 
康怀彬、古绍彬、王 耀、 

马丽苹、徐云凤 
2019YJG-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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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工程学院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复合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 
教改一般 孙力帆 

付主木、普杰信、陶发展、 

司鹏举、俞皓芳、杨 哲 
2019YJG-010 

11 化工与制药学院 
基于科研项目的研究生《纳米药物技术》课程教

改 
教改一般 梁 菊 

陈雅维、周惠云、李军波、 

张延萍 
2019YJG-011 

12 管理学院 
研究生 STEM 专业高价思维能力评估及影响因素

分析 
教改一般 尤 莉 

郭 凯、张晶晶、吴晓昊、宋丽

娟、王艳丽、任亚欣、钱丽明 
2019YJG-012 

13 林学院 
以“面授、互联网与 Seminar”相结合的研究生

教学新模式研究—以农药学硕士为例 
教改一般 车志平 

陈根强、刘圣明、田月娥、 

杨雪 
2019YJG-013 

14 管理学院 基于导师团队制的研究生集体培养模式研究 教改一般 温芳芳 
张攀科、赵 丹、祖恩厚、 

曹世锋、杨倩倩、李翔宇 
2019YJG-014 

15 法学院 宪法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教改一般 张景峰 王君祥、汪地彻、张 冲 2019YJG-015 

16 数学与统计学院 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教改一般 刘长河 
高圣洁、李培峦、黄元元、 

陈建峰、屈德强、李 硕 
2019YJG-016 

17 临床医学院 VR 技术培养肿瘤学专硕研究⽣创新能⼒的研究 教改一般 王新帅 
胡晓辰、孔得九、刘志伟、 

李  静、李新阳、王钰鲲 
2019YJG-017 

1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教改一般 邱联奎 
黄景涛、丁 喆、张 雷、 

徐迎曦、梁云朋、袁 澜、曹 哲 
2019YJG-018 

19 动物科技学院 国际合作联合培养兽医学科研究生的探索 教改一般 马彦博 
白东英、杨 帆、孔 涛、邓 雯、

王国永 
2019YJG-019 

20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硕士创新培养模式研

究 
教改一般 尹冬雪 

李心平、王升升、杜新武、 

牛晓丽 
2019YJG-020 

21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农业硕士培养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 
教改一般 古绍彬 

康怀彬、王 耀、吴 影、 

郭金英 
2019YJG-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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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科技大学 2019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基金资助名单 

序 号 单 位 项目名称 类别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编号 

1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高级分子遗传学》 
全外语/双语教学示范课

程 
尤晓颜 

汪伦记、古绍彬、纠 敏、李 欣、

李 阳 
2019YKJ-001 

2 信息工程学院 《现代软件工程》 
全外语/双语教学示范课

程 
史恒亮 

黄广君、蔡广军、刘 勇、 

李玉祥 
2019YKJ-002 

3 农学院 《农业生态与环境》 
全外语/双语教学示范课

程 
石兆勇 

常会庆、李亚娟、周文利、吴姗

薇、陈鲜妮、郭大勇、张联合 
2019YKJ-003 

4 农学院 《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王黎明 
孟超敏、董普辉、张富厚、 

庞玉辉、刘青青 
2019YKJ-004 

5 法学院 《知识产权》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李  静 张景峰、张晓龙、任 薇 2019YKJ-005 

6 机电工程学院 《系统建模与响应》 研究生教育优质课 郭冰菁 李向攀、韩建海、库祥臣、何 奎 2019YZK-001 

7 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多

元化创新实践培养模式教育改革综

合试点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改革综合试点 
王学涛 

徐 斌、李 健、邢利利、丁 坤、

吴 健、刘建新、杜慧勇、贺 滔 
2019YZ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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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