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JG2018-108 西南交通大学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深度融合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同育人新机制的研究

与实践
省级重点项目 王顺洪

1801007 马院
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三全育人”

体系建构与实践探索
校级重大项目 王顺洪

JG2018-109 西南交通大学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省级重点项目 桂富强

1801008 党委宣传部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桂富强

JG2018-112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通识教育的大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高凡

1801010 图书馆 大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培养有效路径研究 校级重大项目 高凡

JG2018-127 西南交通大学
双一流背景下，支撑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建设的研究与探

索
省级重点项目 钟冲

1801015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双一流背景下，支撑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建设的研究与探

索
校级重大项目 钟冲

JG2018-128 西南交通大学 新时代社会转型升级中专业布局的历史经验与战略对策 省级重点项目 邱延峻

1801014 战略与学科处 转型期特色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战略启示 校级重大项目 邱延峻

JG2018-139 西南交通大学 融合在线教学与项目制培养，探索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新模式 省级重点项目 罗大兵

1802042 机械 基于“在线教学+项目培养”的机械基础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罗大兵

JG2018-1246 西南交通大学 慕课教学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的研究和制定 省级重点项目 龚晖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课程建

设研究专委会

1802035 力学 慕课技术下的协作学习机制的研究与开发 校级重点项目 龚晖

8 JG2018-152 西南交通大学
构建在线教学与项目推动教学体系，加强信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
省级重点项目 蒋朝根 “互联网+”大赛类 15：45-16：00

9 JG2018-153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国家校级重大需求、基于校级重大项目科教产深度融合培养创

新创业卓越人才
省级重点项目 陈辉 “互联网+”大赛类 16：00-16：15

15：30-15：45

4

5

6

综合楼269会
议室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10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5分钟。

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一组）

7

1

2

3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1 JG2018-124 西南交通大学
构建信息化背景下工科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新生态打造“金课”提升

质量
省级重点项目 沈火明 14：00-14：15

2 JG2018-125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重构方法与实践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郝莉 14：15-14：30

3 1801009 信息
基于大学生全生命发展周期评价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接口研

究
校级重大项目 郝莉 14：30-14：45

4 JG2018-126 西南交通大学 外语类通识课程体系的建设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李成坚 14：45-15：00

5 JG2018-138 西南交通大学
“卓越”“拔尖”人才培养2.0背景下“书院+学院”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研究
省级重点项目 崔凯 15：00-15：15

6 JG2018-1247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慕课的教学模式探索与应用推广相关制度建设与实践 省级重点项目 崔凯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材建

设研究专委会
15：15-15：30

JG2018-151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一带一路”的铁路高等工程教育“走出去”模式研究与探索 省级重点项目 冯晓云

1801006 教务处  面向“一带一路”的铁路工程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崔凯

1802005 土木
精准对接一带一路人才培养需求，全面打造交通土建领域国际化人

才培养新体系
校级重点项目 王平

1802006 教务处 “一带一路”国际化铁路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代宁

1802007 电气 “新工科”背景下国际铁路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赵舵

1802008 研究生院 基于铁路工程教育国际化的中国铁路传播力提升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张铎

8 1801002 机械 面向新经济的机械工程类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程文明
 

15：45-16：00

9 1801004 交运 面向新经济的交通运输与物流类专业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彭其渊 16：00-16：15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10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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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二组）

综合楼272会
议室

15：30-15：45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JG2018-113 西南交通大学 科教—校企—多层次导师三融合的本科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何正友

1802029 电气 依托科研团队的本科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校级重点项目 何正友

2 JG2018-115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未来城乡建设的建筑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与全过程质量保

障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沈中伟 14：11-14：22

JG2018-116 西南交通大学 力学专业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康国政

1801011 力学 工程力学专业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康国政

JG2018-117 西南交通大学 本科生学习成果形成性评价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朱志武

1802018 教务处 本科生学习成果形成性评价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朱志武

JG2018-118 西南交通大学 高素质设计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省级一般项目 支锦亦

1802052 建筑 高素质设计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校级重点项目 支锦亦

JG2018-119 西南交通大学
深化校企、院际、师资、学生多维协同， 强化创新创业学科竞赛

质量与成效
省级一般项目 邹喜华

1802030 信息
强化协同，补齐短板，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学生学科竞赛能力和作品

水平
校级重点项目 邹喜华

7 JG2018-120 西南交通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轨道交通管控一体、虚实结合实践教学平台构

建与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邬芝权 15：06-15：17

JG2018-129 西南交通大学
构建土木工程“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创新 “课程育人”制度与

模式
省级一般项目 刘学毅

1802010 土木
以新思政观为引领，强化思想育人与知识和能力育人有机融合，构
建土木工程“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创新“课程育人”制度与模式

校级重点项目 刘学毅

JG2018-130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新经济的轨道交通电气信息专业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陈维荣

1801003 电气 面向新经济的轨道交通电气信息专业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陈维荣

JG2018-131 西南交通大学
对标国际、着眼“新工科”，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蒲黔辉

1801001 土木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整合升级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蒲黔辉

JG2018-133 西南交通大学 地学大类本科教育国际化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省级一般项目 刘国祥

1801005 地学 地学大类本科教育国际化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校级重大项目 刘国祥

14：55-15：06

15：17-15：28

15：28-15：39

15：39-15：50

15：5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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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8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8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3分钟。

综合楼401会
议室

14：00-14：11

14：22-14：33

14：33-14：44

14：44-14：55

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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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JG2018-134 西南交通大学 融合中外工程教育理念的机械专业本科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省级一般项目 田怀文

1802043 机械
机械工程专业中外高等教育模式对比分析与面向数据时代的新培养

方案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田怀文

JG2018-135 西南交通大学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指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 省级一般项目 张光远

1802047 交运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指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 校级重点项目 张光远 资实处定向

3 JG2018-136 西南交通大学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轨道交通信息类专业建设与优化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王小敏 14：22-14：33

4 JG2018-140 西南交通大学
面向智慧轨道交通运输发展需求，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专

业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
省级一般项目 彭其渊 14：33-14：44

JG2018-141 西南交通大学 外语类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杨安文

1802013 外语 外语类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杨安文

JG2018-142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分享、共享与协作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模式及其支持平台 省级一般项目 雷鸣

1802037 心理 基于分享、共享与协作的“幸福校园”模式构建 校级重点项目 雷鸣

JG2018-143 西南交通大学 MOOC背景下学生在公共数学课程中的学习行为研究及对策分析 省级一般项目 潘小东

1801013 数学 MOOC背景下学生在数学课程中的学习行为研究及对策分析 校级重大项目 潘小东

JG2018-144 西南交通大学 “以学为中心”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的改革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何钰

1801012 物理 “以学为中心”的大学物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校级重大项目 何钰

JG2018-145 西南交通大学 以专业为导向的工科数学教学与学生学习成效多元评价方法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罗荣

1802015 数学 数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学生学习成效多元评价方法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罗荣

10 JG2018-146 西南交通大学
精准把握“00后”大学生思想特点，打造“ 纲要”铸魂金课，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省级一般项目 田永秀 15：39-15：50

JG2018-149 西南交通大学 凝练办学特色，探索与实践生物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模式 省级一般项目 李遂焰

1802020 生命 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模式及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李遂焰

12 JG2018-150 西南交通大学
“互联网+”时代物流类专业“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

践
省级一般项目 毛敏 16：01-16：12

14：55-15：06

15：06-15：17

15：17-15：28

15：28-15：39

15：50-16：0111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8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3分钟。

综合楼403会
议室

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四组）

14：00-14：11

14：11-14：22

14：44-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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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1 JG2018-158 西南交通大学
创新创业背景下金属材料专业产学研一体化综合实践教学模式的研

究
省级一般项目 崔国栋 “互联网+”大赛类 14：00-14：11

2 JG2018-160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互联网+多维复合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高宏力 “互联网+”大赛类 14：11-14：22

3 JG2018-161 西南交通大学 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工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何晓琼 “互联网+”大赛类 14：22-14：33

4 JG2018-163 西南交通大学
发挥“高大专”平台资源优势，设计开发面向“互联网+”大赛的

创新实践课程
省级一般项目 黄高勇 “互联网+”大赛类 14：33-14：44

5 JG2018-166 西南交通大学 表面测试仪器设计制备中的学生创新性思维培养的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蒋晗 “互联网+”大赛类 14：44-14：55

6 JG2018-156 西南交通大学 打造“双创”升级版背景下“产学研”协同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李静波 “互联网+”大赛类 14：55-15：06

7 JG2018-154 西南交通大学 现代信息技术（ICT）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机制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刘凤 “互联网+”大赛类 15：06-15：17

JG2018-159 西南交通大学 创新创业创青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苗苗 “互联网+”大赛类

1802031 经管 学生创业竞赛能力培养平台的构建与提升——现状、问题与优化 校级重点项目 苗苗

9 JG2018-164 西南交通大学 物流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王坤 “互联网+”大赛类 15：28-15：39

10 JG2018-162 西南交通大学 列车智能操控技术产业化驱动下的本科生“双创”能力培养研究 省级一般项目 王青元 “互联网+”大赛类 15：39-15：50

11 JG2018-157 西南交通大学 双一流背景高校本科实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与构建 省级一般项目 卫飞飞 “互联网+”大赛类 15：50-16：01

12 JG2018-165 西南交通大学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的经济法课程教育体系构建 省级一般项目 张晶 “互联网+”大赛类 16：01-16：12

13 JG2018-155 西南交通大学 无人驾驶在创新创业中的思考与实践 省级一般项目 邹应全 “互联网+”大赛类 16：12-16：23

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五组）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8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3分钟。

综合楼444会
议室

8 15：17-15：28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1 1802001 机械 从学生发展视角下国际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校级重点项目 李毅 14：00-14：08

2 1802003 招生就业处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面向“一带一路”轨道交通工程人才胜任力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甘灵 14：08-14：16

3 1802004 外语
“复合为要、学生中心、主体联动、多维融通”的商务英语实践教

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李莉 14：16-14：24

4 1802009 马院 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育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李学勇 14：24-14：32

5 1802012 经管
学生移动学习模式与学习效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基于技术采纳

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
校级重点项目 蒋玉石 14：32-14：40

6 1802014 交运 工程学科实习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马驷 14：40-14：48

7 1802016 图书馆
基于数据挖掘的个性化教育研究--学生使用图书馆情况与其学业成

绩的关联研究（二期）
校级重点项目 李宁 14：48-14：56

8 1802017 党委教师工作部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专业化发展活动有效性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任平弟 14：56-15：04

9 1802019 教务处 新时代实践育人协同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校级重点项目 刘朝晖 15：04-15：12

10 1802021 信息 学生自主开课途径探索与效果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刘娟 15：12-15：20

11 1802023 利兹
中外合作办学条件下以工程英语教学为载体的一年级新生自主学习

培养模式设计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沈一新 15：20-15：28

12 1802024 人文 基于能力迁移的大学写作课程的构建 校级重点项目 周东升 15：28-15：36

13 1802025 校史馆 西南交通大学“师德师风”经典文献导读 校级重点项目 崔啸晨 15：36-15：44

14 1802026 公政  量子时代跨学科课程教学设计 校级重点项目 唐志红 15：44-15：52

2018年度省级、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交流会（第六组）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6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2分钟。

综合楼445会
议室



序号 项目编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备注 拟汇报时间 汇报地点

1 1802028 信息 人工智能+跨学科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杨燕 14：00-14：08

2 1802033 机械
基于URE（Undergraduate+Research+Enterprise）平台的实践教学

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高宏力 14：08-14：16

3 1802034 物理 依托大学物理数字化教学的“微科研”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王辉 14：16-14：24

4 1802036 数学 中外联合办学大学数学类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陈滋利 14：24-14：32

5 1802038 建筑
培养方案修订质量监控的关键问题研究—基于《博耶报告》与专业

教育目标导向
校级重点项目 杨青娟 14：32-14：40

6 1802039 体育部 普通高校体育与健康课程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何江明、刘江 14：40-14：48

7 1802040 校团委 第二、三课堂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罗妍妍 14：48-14：56

8 1802041 土木 工程造价新专业建设规划探索 校级重点项目 康锐 14：56-15：04

9 1802044 土木 虚拟仿真土木试验教学体系建设与应用 校级重点项目 毛坚强 资实处定向 15：04-15：12

10 1802045 土木 虚实结合的大型结构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创新与应用 校级重点项目 冯岚 资实处定向 15：12-15：20

11 1802046 电气 高速铁路牵引供电三维虚拟仿真实验 校级重点项目 赵丽平 资实处定向 15：20-15：28

12 1802048 力学 示范性应用力学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研究 校级重点项目 高芳清 资实处定向 15：28-15：36

13 1802049 信息 铁路信号大型设备的实验教学方法研究与二次实验开发 校级重点项目 张强锋 资实处定向 15：36-15：44

14 1802050 竺可桢书院 基于现代大学书院制教育管理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模式探究与实践 校级重点项目 甘霖 15：44-15：52

注意事项：本组汇报时间不超过6分钟，自由交流时间不超过2分钟。

综合楼505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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