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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2019〕450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首批鉴定结项 

结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高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鉴定结项工作的通知》（教研〔2019〕335 号）

精神，经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79 项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通过首批省级鉴定，准予结项（名

单见附件 1）。申请延期结项和未通过首批鉴定结项的 2017 年省

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名单见附件 2、3）须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申

请鉴定结项。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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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总结完善项目研究成果，加强成果的应用、

交流和推广，不断提高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附件：1.201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

究生教育）首批鉴定结项通过名单 

2.申请延期结项的 2017 年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名单 

3.未通过首次鉴定结项的2017年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名单 

 

 

 

                              201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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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 

首批鉴定结项通过名单（79 项  以项目批准号排列）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参加人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类别 结项证书编号 

2017SJGLX001Y 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王艳成 
霍  贺、杨国斌、王晓岗、王湘云、

王冠军、白琼英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42 

2017SJGLX002Y 高校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与实践 陈南祥 
张  亮、李跃鹏、曹文思、胡建兰、

熊军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43 

2017SJGLX003Y 河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张华平 
刘海朝、何  鹏、刘慧玲、杨  超、

季春光、陈  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省教育厅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44 

2017SJGLX004Y 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及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研究 孙少楠 
聂相田、李慧敏、杨耀红、汪伦焰、

钟彦祥、丁新强、张卫东 

华北水电水电大学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

工程局有限公司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45 

2017SJGLX005Y 工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与实践 张建伟 
刘尚蔚、赵  瑜、张世宝、孟美丽、

蒋  莉、许新勇、黄锦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46 

2017SJGLX006Y 国际视野下机械类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王丽君 
杨振中、王亚辉、李权才、郭朋彦、

王欣欣、宋小娜、魏  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47 

2017SJGLX007Y MTI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曹盛华 
安晓宇、杜学礼、李  燕、庞彦杰、

李  雯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48 

2017SJGLX008Y 一流大学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及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关绍康 
王宗敏、安万辉、冯密罗、孙玉周、

王秋丽、牛桂玲、胡宏伟、蔡世颍 

郑州大学 

中原工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49 

2017SJGLX009Y 研究生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玉晓 
杜精益、郑美英、段平方、刘燕凯、

田  霖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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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10Y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历史学研究生教学的机制创新 安国楼 
李  锋、吴志远、杨  博、陈  帅、

张  研、王建军、陈钦龙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1 

2017SJGLX011Y 物理学科研究生群论教学改革与实践 曹义刚 
孙  强、王  飞、秦志杰、陈  功、

李  凯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2 

2017SJGLX012Y 
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党建创新研究与实践探

索——以郑州大学为例 
张承凤 

谭  宇、刘素娟、武东晓、胡树飞、

吴  超、付晓丽、王秀林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3 

2017SJGLX013Y “4I+2C”培养导向下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朱永明 
李俊杰、沈志锋、李尽法、王淑英、

张炎亮、李炳军、李广平 

郑州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4 

2017SJGLX014Y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与实践——以材料学

科为例 
韩良良 

朱诚身、刘民英、张宗涛、刘  浩、

郭  丹、徐大友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5 

2017SJGLX015Y 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改革与实践 梁  惠 
郭进军、陈忠平、薛  飞、原文林、

李瑞英、高士廷 
郑州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56 

2017SJGLX016Y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研究 
高卫星 

韩  恒、李旭东、李维维、李  轲、

何  水、梁思源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57 

2017SJGLX017Y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妇产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实

践探索 
崔世红 

程国梅、陈  娟、韩  笑、张林东、

常  慧、李根霞、程春花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58 

2017SJGLX018Y 
基于设计思维的一流 iSchool（信息学院）硕士课程教育

体系创新研究 
王  平 周春雷、王国强、付立宏、尚新丽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59 

2017SJGLX020Y 生物学研究生创新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康巧珍 
鲁吉珂、王振龙、刘  伟、王  婷、

刘  鑫、翁海波、施玉华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0 

2017SJGLX021Y 河南省研究生就业质量评价与提升研究 刘晓英 
杜书云、高  雅、牛文涛、高伟洁、

张  玲、吴长亮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1 

2017SJGLX022Y 翻转课堂在高校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赵江涛 
赵江铭、麻  哲、高  昂、王  莹、

董永贵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2 

2017SJGLX024Y 
目标倒逼与过程引导：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

量提升策略研究 
张淑华 

邓元兵、张  晴、熊铮铮、张举玺、

周宇豪、孙保营、周志勇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3 

2017SJGLX025Y 
计算机辅助化学研究与设计课程体系优化建设及教学方

法的改革与实践 
李铁生 

刘晨湘、徐  勐、魏东辉、郑修成、

郑金云、于明明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4 

2017SJGLX027Y 
基于创新能力的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综合

改革与实践 
郑  鹏 

赵凤霞、夏伯乾、郑艳萍、刘德平、

苏宇锋、方东阳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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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28Y 材料学学术型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与实践 付建伟 
许  群、陈志民、陈加福、张佳楠、

郑晓莉、魏  丛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6 

2017SJGLX029Y 
智慧医疗交叉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与实践 
林予松 

李润知、刘  炜、逯  鹏、陈  刚、

齐鑫焱、文争越、时东阁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7 

2017SJGLX030Y 
基于 SC理念的电子信息类专业研究生实践创新培养模式

研究 
罗  勇 杨二冰、程子霞、贾建华、王东署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8 

2017SJGLX031Y 
“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与

教学研究 
李建新 

李晓静、魏胜强、杨洪斌、毛乃纯、

王翠玲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69 

2017SJGLX032Y 
基于互联网创新创业视角的研究生（工商管理）培养体系

与实践研究 
曾  旗 

王  晖、原白云、刘战豫、范应仁、

李  创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70 

2017SJGLX033Y 
基于职业能力为导向的电气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

量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 
郑  征 

朱  军、王新环、张国澎、王科平、

艾永乐、杨海柱、张新良、张福贵、

屈  博 

河南理工大学 

平煤集团河南天通电

力公司 

焦作华飞电子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71 

2017SJGLX034Y 基于 PDCA的矿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玉中 
郭文兵、翟新献、吴立云、刘晓、

徐永豪、兰建义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2 

2017SJGLX036Y 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张登攀 
李长有、张明军、王伟超、刘志超、

张红岩、赵彦如、朱红丽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3 

2017SJGLX037Y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与实践 林  龙 
丁亚红、邱兰兰、刘泽军、李雅莉、

郭飞鹏、陈俊杰、张  志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4 

2017SJGLX038Y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传祥 
程  敢、邢宝林、黄山秀、张记升

张玉德、马名杰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5 

2017SJGLX039Y 
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研究》课程

教学案例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郭伶俐 张明月、杨晓军、胡春艳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6 

2017SJGLX040Y 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李燕华 

杨  晓、张珍、王天笑、关小克、

王  纯、刘吟霄、王银峰、聂海杰、

柳  森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77 

2017SJGLX041Y 
创新培养基地下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与系统构建研究与

实践 
肖艳秋 

段红杰、裴旭明、李晓科、崔光珍、

郭志强、马  军、李一浩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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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45Y 多维度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田  勇 
李永祥、薛运侠、王春晓、许伟涛、

薛中海、张广乐、柳  冰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79 

2017SJGLX046Y 中美计算机类研究生课程体系比较研究 邓淼磊 曹鹤玲、朱春华、靳小波、郑丽萍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0 

2017SJGLX047Y 自媒体时代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及革新研究 李海涛 刘晓欣、许  文、金晓燕、杨卫军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1 

2017SJGLX051Y 新能源汽车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探究与实践 高建平 
郗建国、吴静波、童  镭、王运玲、

杨晴霞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2 

2017SJGLX052Y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古绍彬 
王  耀、吴  影、康怀彬、徐宝成、

何  佳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3 

2017SJGLX053Y 
基于学生满意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

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 
邓国取 

张世举、陈建峰、李宝峰、赵  丹、

乔  静、李  灿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4 

2017SJGLX057Y 协同创新背景下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马肖华 
魏  冉、杨  明、李  闪、方冬姝、

蔡  哲 
中原工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5 

2017SJGLX058Y 
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以机

械工程为例 
赵则祥 

乔雪涛、于贺春、王仁宗、张国庆、

王文博 
中原工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6 

2017SJGLX059Y MBA《人力资源管理》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赵志泉 杨中宣、杨  云、王根芳、杨  俊 中原工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87 

2017SJGLX060Y 基于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叶优良 赵  鹏、黄玉芳、赵亚南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88 

2017SJGLX062Y 新形势下研究生“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探索 李  为 李红娟、牛  娟、易  振、郭  娟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89 

2017SJGLX067Y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五四五”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何松林 

许光日、刘明久、李建芹、苏建修、

刘  红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90 

2017SJGLX069Y 
园艺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模式研究 
李桂荣 

扈惠灵、刘会超、郑树景、周  建、

朱自果、杜晓华、姜立娜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91 

2017SJGLX070Y 以问题为导向植保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石明旺 
高扬帆、陆宁海、田雪亮、郎剑锋、

杨  蕊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92 

2017SJGLX071Y 中医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许二平 
禄保平、白  娟、张  超、芦  锰、

刘  阳、刘  燕、李  丹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93 

2017SJGLX072Y 
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研究与实践 
李建生 

陈相新、朱志军、李晓坤、朱庆军、

朱  贺、张晓英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94 

2017SJGLX073Y 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临床实践技能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任献青 
冯  刚、张  静、马丙祥、郑  宏、

翟文生、丁  樱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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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75Y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会萍 
刘金鸽、周靖方、任  滢、靳家宝、

陈改革、张春艳、宋甜甜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96 

2017SJGLX076Y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医药院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郭先英 

朱文晓、李  苹、李英杰、买  宁、

王亚聪、周义斌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797 

2017SJGLX077Y 并轨模式下优化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研究 丰慧根 
刘  颖、李  恒、刘玉青、牛珊珊、

赵广志、李新民、周  甜 
新乡医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98 

2017SJGLX079Y 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牛保义 李巧慧、申少帅、杨丽梅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799 

2017SJGLX080Y 
体育学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课堂教学——实验平台——

实践基地”三位一体培养体系研究 
张大超 李  敏、常明杰、周  珂、杨  娟 

河南大学 

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800 

2017SJGLX082Y 
中国音乐史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的研究与

实践 
陈宗花 吴佳佳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801 

2017SJGLX083Y 面向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的软件开发案例库建设 韩道军 沈夏炯、张  磊、刘  春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2 

2017SJGLX086Y 历史学科教学专业硕士双导师制调查与研究 展  龙 
苗书梅、王文君、李  峰、张  剑、

徐  进 

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3 

2017SJGLX089Y 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明亮 
张玉环、王星霞、李海军、李俊义、

张广叶、李晓云、张留芳 

河南大学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开封市基础教育教研室 

永城市第一初级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4 

2017SJGLX091Y 基础医学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构建 姬新颖 吴东栋、魏建设、任志广、卫文强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5 

2017SJGLX092Y 歌剧表演在艺术硕士声乐方向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韩  梅 
朱全稳、郭晓艳、张梦晗、王  灿、

陈文革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6 

2017SJGLX094Y 
全日制教育硕士“双导师制”教育实习模式探索与实践研

究 
侯新杰 

梁书斌、刘新选、杜爱慧、陈留定、

邵梦迎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807 

2017SJGLX097Y 教育硕士研究生全程实践培养模式研究 刘玉荣 
郭玉明、刘风梅、王菲菲、袁振东、

史鹏园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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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98Y 
河南省体育学科“硕师计划”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探究 
关朝阳 

霍  军、史海现、李文强、贾洪洲、

李  柳 

河南师范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 

邓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09 

2017SJGLX100Y 
“互联网+”环境下的 O2O翻转课堂教学研究——以研究

生课程《高级数据库系统》为例 
张新明 

王  霞、牟占生、刘  艳、康  强、

程金凤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0 

2017SJGLX103Y 
构建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自我评价

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王义民 

高军波、张向敏、闫军辉、郜  彗、

郑  茜 
信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1 

2017SJGLX105Y 
基于工程硕士专业教育认证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研

究与实践 
肖琪聃 

王述超、陈良琼、高洪波、王  颂、

周葆春 
信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2 

2017SJGLX106Y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建设的研

究与实践 
孙金伟 

崔  含、孙朝阳、张启珍、刘  杨、

李鹏伟、焦会生、纪  军 
安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3 

2017SJGLX108Y 
“定制式”工程硕士培养的实践与成效研究——以南阳师

范学院生物工程硕士培养为例 
苏新留 

张丽春、马勤阁、唐李静、张  林、

杨建伟、刘存杰 
南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4 

2017SJGLX109Y 
国家“特需项目”生物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

模式研究 
杜  丽 

崔  艳、柴春月、李雪晖、范香媛、

田风霞 
南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5 

2017SJGLX111Y 教育硕士（学前教育方向）教育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杜燕红 马锦华、赵虹元、韩向红 

洛阳师范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

阳校区幼儿园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6 

2017SJGLX112Y 

基于过程管理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

用研究——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为例 

李晓峰 
司  莉、方拥军、王  斌、郝青青、

王承宗、任剑峰、朱  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豫教〔2019〕12817 

2017SJGLX113Y 
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

究和实践 
孙  涛 刘荣增、丁  明、王洪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8 

2017SJGLX114Y 基于 AHP的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评价研究 徐贵宏 
王晓燕、张福安、王利军、张茂松、

夏高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19 

2017SJGLX115Y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MPAcc）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张肖飞 
田西杰、叶建华、李  扬、柴玉珂、

刘  阳、陈春艳、张丽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豫教〔2019〕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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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延期结项的 2017 年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名单 

（25 项  以项目批准号排列）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参加人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类别 

2017SJGLX043Y 集成创新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任建军 
魏  华、张  宇、刘  娟、崔俊杰、

王亚娜、朱金金、田妍华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44Y 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陈复生 
郭兴凤、刘昆仑、张丽芬、田少君、

辛  颖、布冠好、李海旺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48Y 项目依托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闫丽俐 
彭秀玲、鲍成莲、刘红强、张晓萍、

马丽军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49Y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秦海敏 
穆庆榜、张延涛、苏淑艳、朱  琳、

袁晓波、阮渝生、王  敏 
河南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50Y 河南新增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蒋  鑫 
曲红升、申  柏、徐润泽、王  娟、

沈  路、郑文雅 

河南科技大学 

洛阳理工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54Y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长效机制及质量监

控体系研究 
张明柱 

魏冰阳、薛玉君、张彦斌、李聚波、

谢建军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55Y 作物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与探索 焦念元 
马  超、付国占、尹  飞、徐国伟、

王贺正 
河南科技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64Y 农业硕士农村发展领域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晓勇 李振志、张颖举、李  伟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65Y 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赵翠萍 
宋  宇、徐会苹、郭晶晶、张海莹、

赵明正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66Y 高等农业院校翻译硕士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俊杰 李永红、王保安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68Y 作物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化的创新与实践 周  岩 单长卷、张胜利、魏琦超 河南科技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81Y 应用心理硕士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明辉 赵国祥、李永鑫、郭腾飞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84Y 媒介批判理论双语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内容优化研究 李  勇 
杨萌芽、陈  钟、李  姣、文玮玮、

李  晓、安琪奇、殷静静、杨亚丽 

河南大学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85Y 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与制度构建 王爱鲜 杨金科、杜启顺、刘  夏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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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JGLX087Y 文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评价与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 姬志闯 赵炎峰、李胜辉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93Y 
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体系建设研究与

实践 
刘玉芳 

王晓东、梁作振、董  菊、王  川、

李  乐、田嘉玺 

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95Y 研究生学术不端预防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梁晓冬 于浩鹏、吴进善、刘静观、肖俊林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96Y 卓越水产学硕士培养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聂国兴 田  雪、孟晓林、董传举、李学军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102Y 新媒体对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 何安明 
惠秋平、张永欣、丁  倩、魏  华、

张耀庭、李永鑫 

信阳师范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104Y 
“U-G-S”协同培养“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朱桂琴 

王丽霞、骆丽娟、李辉辉、蔡冰心、

宋树林、耿恒宁、范文慧 

信阳师范学院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107Y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程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张秋娥 

赵新顺、任红敏、魏鸿雁、张同利、

章  敏 
安阳师范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110Y 全程五环节嵌入式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时明德 曹玉涛、董朝宗、梁晓丽、王小振 洛阳师范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116Y 管理类硕士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其质量监控研究 叶忠明 
夏初蕾、张培宾、孙梦洁、李  欣、

高金章、衡夏欣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117Y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探索与实践 郭晓琴 
杨欣欣、曾凡光、程俊伟、张新房、

马彦波、张  宁、丁云鹏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118Y 
面向高端制造业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研究 
张功富 田  雯、王秀芬、刘  阳、李丰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省级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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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通过首次鉴定结项的 2017 年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名单 

（14 项  以项目批准号排列）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主要参加人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类别 

2017SJGLX019Y 
河南省文科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机制研究——以郑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例 

李华丽 
张军党、林万成、蒋笃运、马福运、
王  琛、禄德安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23Y 外国文学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研究与实践 梅启波 
王士祥、赵艳花、王允亮、辛雅敏、
Ronnie Torrance、宋硕夫、王昱泽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26Y 电气信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蒋建东 高金峰、杨庆华、陈玉霞、王雪冰 郑州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35Y 研究生创新基地内涵建设研究与实践 齐永安 
王海邻、贺玉晓、武  俐、李云波、
庞绪成、刘保民、左鹏飞 

河南理工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42Y 
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王延峰 
杨存祥、曹玲芝、王  慰、姜利英、
申永鹏、窦智峰、张焕龙 

郑州轻工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56Y 工程硕士创新培养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边亚东 
纠永志、张  凯、王  凯、郝育喜、
尹  松、李新明、田光辉 

中原工学院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61Y 
农业高等院校农学专业研究生“顶天”与“立地”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张学林 
杨青华、刘银银、王春丽、张  辉、
郝晓峰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重点项目 

2017SJGLX063Y 会计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陈素云 
李婷婷、丁  丽、李  劼、王  娟、
余  航、杨  鑫 、赵慧芬 

河南农业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74Y 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崔  瑛 
陈随清、李晓飞、韩永光、王  辉、
李学林、张振凌、冯素香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78Y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案例库建设
研究与实践 

杨世昌 
陈雷音、杜爱玲、王新友、姚丰菊、
王传升、孟  焱、赵晶媛 

新乡医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88Y 
跨界视域下专业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建设研究——基于
河南省 A 大学的调研 

王为民 李五洲、杨  栋、郑笑笑、杨  梦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90Y 生物化学课程双语教学改革 王天晓 时小燕、雷凯健 河南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099Y 
从“学术型”向“专业型”转变的培养模式探讨——以戏剧
影视文学专业为观测点 

平  原 
李钦彤、丁永祥、陈  鹏 、陶  宏、
何  昊 

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学院 

省级一般项目 

2017SJGLX101Y 音乐领域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王晓坤 
杨宝刚、魏  波、王  燕、马颖辉、
郭晓妍、庞  洁、李  萌 

河南师范大学 省级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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