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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近 3 年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和支持证明

2017年广东省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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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1 普通教改项目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教学实践
2 普通教改项目 工程管理专业工程结构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3 普通教改项目 非计算机专业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研究

4 精品资源共享课 C语言程序设计

5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面向先进制造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6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方正科技工程实训基地

7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8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改革

9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程管理专业综合改革

10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财务管理专业综合改革

11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化工与材料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2 教学团队 电子信息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

13 教学团队 "机械基础课群"教学团队

14 精品视频公开课 通信原理

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工程力学

16 精品资源共享课 财务管理基础

17 精品资源共享课 金工实习

18 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信息工程

19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机械工程

20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机电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21 普通教改项目 “政产学研”协同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机制研究

22 普通教改项目 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

23 普通教改项目 机类专业电工学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24 普通教改项目 基于 PBP 模式的招投标竞赛方式在交通工程实践课中的探

25 普通教改项目 华为认证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6 普通教改项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27 普通教改项目 通过专业实践课程板块探索专业创新产品研发及产教结合

28 普通教改项目 独立学院体育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29 普通教改项目 对外汉语视角下现代汉语课教学探索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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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中山大学 虚拟现实系统在泌尿外科腹腔镜临床教学的应用研究 蔡佳荣

2 中山大学 结合网络课程资源的《医学统计学》全英教学模式改革和效果评价 顾菁

3 中山大学 翻转课堂在《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高玲玲

4 中山大学 基于体验式教学的“大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社区实践改革研究 龚艳

5 中山大学 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全日制护生临床带教模式系列研究 黄天雯

6 中山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化工专业《分析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及教学方法改良的研究

与探索
黄希哲

7 中山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本科教学服务调查与借鉴分析 黄晓斌

8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实践技能集中培养的学习体系建设 卢次勇

9 中山大学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广东省档案学本科专业创新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李海涛

10 中山大学 MOOCs 教学及教学图像库共享在血管超声教学中的应用 梁瑾瑜

11 中山大学 综合性大学体育课程多元性评价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技术的运用 李朝阳

12 中山大学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在急诊医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李慧

13 中山大学 多段式“翻转课堂”教学法在泌尿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中的应用 刘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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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新零售背景下零售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杨芳

69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基于 IEET 工程认证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 俞娟

69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完全学分制下开放式实验教学与管理模式探索 张应省

69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师范教育认证助力下的 OBE 教育理念英语复合型专业人才立体化培养机制研究

— 以英语教育专业为例
周雪

693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 MOOC 的翻转课堂和实训在商品学课程中的应用 陈燕

69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应用型高校药学综合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金元宝

69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会展专业课程 TPCA 教学模式综合改革研究 李辉

69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结果导向型人才培养课程《广告综合实训》课的建设与创新 王艺锦

697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课程信息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岳征良

69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项目化教学在创新创业课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叶振艳

699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新工科”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类课程的改革与探索 张恩光

700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 朱天元

70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文化自信教育融入思政课—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 楚恒体

702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创新性思维培养研究 邱悦

703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和虚拟仿真的“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唐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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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支持的 2017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学校 负责人

1 20170207100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工业自

动化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包凡彪

2 20170207100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

院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赵慧元

3 20170207101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电子科

学与技术专业新工科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苏秉华

4 201702081004 广东诚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物联网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吴方

5 201702135003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专题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孙鲁

6 201702008008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I)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面向无损检测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

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张国才

7 201702071051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卢桂萍

8 20170207106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Capstone 课程设计与嵌入式系

统原理与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鄢永明

9 201702085001 广东泽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物联网集成系统设计”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齐延信

10 201702126048
中青朗顿（太湖）教育文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基于能力培养的“ 计算机网

络”课程探索与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高树风

11 201702143001 北京市空越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课程建设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李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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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02023091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超星学习通移动平台的大

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沈洋

13 201702027017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台达全国高校教师工业自动化

培训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曹宇

14 201702135027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嵌入式 Linux/FPGA/Android 培

训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黄相杰

15 20170207112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

院实践条件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田刚

16 201702122012 北京一维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卢桂萍

17 201702135022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共建创新实践体系信盈达 CDIO

协同创新实验室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张小凤

18 201702177109 北京博创尚和科技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器人工程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卢桂萍

19 201702045037 北京正保会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基于“互联网+实习就业”财税

审计方向实训基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王勇

20 20170207118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工业自

动化学院实习实训项目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曹少泳

21 20170207115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计算机

学院创新创业课程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何孟良

22 201702135002 深圳信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自动化系嵌入式精品课程实训

平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黄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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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深度产教融合的新工科智能科

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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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受理编号: c1631912200189

项目编号: 2016B090918099

文件编号: 粤科规财字〔2016〕48号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合同书

项目名称: 光纤激光器泵浦瓦级中红外连续光参量振荡器的研究

计划类别: 产学研合作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6-01-01 至 2017-12-31

管理单位(甲方):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承担单位(乙方):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乙方主管部门(丙方): 珠海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6号

邮政编码: 519085 单位电话: 0756-3622801

项目负责人: 谢明远 联系电话: 0756-3622323

项目联系人: 谢明远 联系电话: 18302078406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二〇一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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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纵向科研项目立项：用于风力发电的新型激光测风雷达、基于图像处理的镜头

MTF 快速测试系



- 25 -

2017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CDIO 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



- 26 -



- 27 -



- 28 -

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大学生科技创

新团队的建设与实践（参与）



- 29 -



- 30 -

2017 年广东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基于深度产教融

合的新工科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与实践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科类）综合类教改项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 31 -



- 32 -

2018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

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 年度广东省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立项项目

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2019]17 号）

各本科高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征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函》有关安排，省教育厅面

向社会组织开展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征选及对接工作。经校企双方友好协商及专家审

核评审，共遴选出“深圳大学-百度云智学院人工智能校企联合实训基地”等 213 个项目作

为 2018 年度广东省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立项项目。现将项目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项目由项目所在学校和合作企业按照合作协议规定开展建设和相关管理工

作。

二、学校要给予项目以必要的物力、财力支持，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并做好项目监

督管理工作。

三、企业要落实协议规定的责任事项，实施各项资助支持举措，定期开展项目建设

进度检查，并做好项目验收、建设交流等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四、项目负责人要积极整合校企各方资源，按照合作协议要求开展项目建设，确保

协议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五、项目建设完成并经企业验收通过后，可提交至省教育厅审核，审核通过的项目

参照认定为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有实体依托的，授予相应牌匾；校企合作中产生的优秀项

目成果，准予联合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附件：2018 年度广东省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立项项目名单.xls

广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2 月 1 日

http://jwb.sysu.edu.cn/sites/jwc.sysu.edu.cn/files/download/upload/b-2019-0098-fu_jian_-2018nian_du_guang_dong_sheng_xiao_qi_he_zuo_xie_tong_yu_ren_li_xiang_xiang_mu_ming_dan_.xls


- 33 -



- 34 -

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自动

化专业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建设



- 35 -



- 36 -



- 37 -

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自动化专业学生工程能力体系构建与

实践



- 38 -

长园电力人才定制班协议书



- 39 -



- 40 -



- 41 -



- 42 -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基于机器学习 yolo v3 算法的

输电线路视频监控及预警系统



- 43 -



- 44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资助：see 项目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contra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51d1464b0151ebd8bed10134&pageFrom=commonList


- 45 -

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基于超实时能量自

治的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



- 46 -



- 47 -



- 48 -

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基于导航定位技术

智能无人机的研究（参与/第二）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2b7aa740162f54381070a47&pageFrom=commonList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2b7aa740162f54381070a47&pageFrom=commonList


- 49 -

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高

精度三维场景重构技术研究



- 50 -

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云雾计算的电能管

理系统（参与）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8ac679e016b4552d040241b&pageFrom=commonList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8ac679e016b4552d040241b&pageFrom=commonList


- 51 -

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基于立体视觉的工

业机器人位姿自主测量与动态引导技术研究（参与）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8ac679e016b4089aa4223aa&pageFrom=commonList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8a808c4368ac679e016b4089aa4223aa&pageFrom=commonList


- 52 -



- 53 -



- 54 -

珠海市智能电网与新能源技术重点实验室（主要参与，第三）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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