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教育工作分会2019年度待结项课题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1 QGJY2019001
文化创意产业新型学徒制的实践探索与研
究

张琳琳 河北传媒学院 本科

2 QGJY2019002
质量导向下轻工行业管理人才“产教-科
教双融合”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范晓男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3 QGJY2019003
基于OBE理念的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化建
设与实践

景建洲 郑州轻工业大学 本科

4 QGJY2019004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来华留学生基础课
程“O2O”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雅红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5 QGJY2019005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产教融合实践创新能
力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郭新华 暨南大学 本科

6 QGJY2019006
虚拟仿真教学在新工科印刷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中的实践教学研究

吴光远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7 QGJY2019007
依托功能化基地群，“卓越计划”印刷工
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郭凌华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8 QGJY2019008
轻工业院校工商管理专业金课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

孙晓琳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9 QGJY2019009
新工科”背景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践

刘贵山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0 QGJY2019010
产教融合背景下轻化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
养实习环节教学体系的改革

郭延柱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1 QGJY2019011
面向新工科的印刷工程专业升级改造研究
与实践

李效周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12 QGJY2019012
印刷工程专业色彩管理等相关课程的教学
资源库和试题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王庆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13 QGJY2019013
《生物化学实验》在线课程的建设及应用
研究

檀琮萍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14 QGJY2019014
“内外有机融合、五教协同共育 ”大学
生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姜立新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5 QGJY2019015
“互联网+”形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质量
管理类课程教学的实践研究

李丽君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本科

16 QGJY2019016 工科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匡卫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17 QGJY2019017
科教融合背景下工科院校食品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

张崇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18 QGJY2019018 高等院校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鲍晓娜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9 QGJY2019019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工程专业深化产教融合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研究

季田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20 QGJY2019020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技能创新平台研究与
实践

肖铮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21 QGJY2019021
“微信公众号”模式下的微生物学教学资
源的再设计及教学效果研究

纪超凡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22 QGJY2019022
基于新工科思想、以科研项目为驱动的基
因工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建立

杨帆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23 QGJY2019023
基于混合式教学构建《食品毒理学》金课
研究

高晓平 河南农业大学 本科

24 QGJY2019024
创工科院校特色的品牌专业 建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以食品生物技术课

孙美玲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本科

25 QGJY2019025
高等院校食品专业产教融合协同体系的构
建研究

吴澎 山东农业大学 本科

26 QGJY2019026
民族院校生物工程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赵晶 大连民族大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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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QGJY2019027
提升普通高校轻工类专业学生“关键能力
”路径探析与实践

郑晓冰 河北工业大学 本科

28 QGJY2019028
以专业学科竞赛为契机的“新工科”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马丽 河北工业大学 本科

29 QGJY2019029 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推进研究 贺莹 河北工业大学 本科

30 QGJY2019030
科教融合背景下生物技术专业创新人才
“2+1+1”培养模式的构建

郝鲁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本科

31 QGJY2019031
共享经济视域下的校企合作运营机制创新
研究

牛红军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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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GJY2018001
基于“互联网+”的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
设研究与实践

汪建明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2 QGJY2018005
家居行业产品经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杨进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3 QGJY2018006
新工科视角下的食品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研究

屈凌波 郑州大学 本科

4 QGJY2018016
《古村落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课程研
究

张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5 QGJY2018023 中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比较研究 郭音彤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高职

6 QGJY2018025
“获得感”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四通”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刘秉贤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7 QGJY2018029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三融三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聂小伟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高职

8 QGJY2018030
智能制造背景下时尚与科技相融合的服装
设计人才培养的研究

李英琳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9 QGJY2018033
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关联性模式研
究

梁国良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10 QGJY2018045 食品学科特色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宋莲军 河南农业大学 本科

11 QGJY2018047
信息化背景下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混合式教
学模式探究

许丽 烟台大学 本科

12 QGJY2018054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背景下的高校漆艺
教学改革研究

于泳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13 QGJY2018059 《聚合物材料学》课程建设与应用研究 宫玉梅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4 QGJY2018060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食品毒理学》教学
中的研究与实践

张磊 重庆师范大学 本科

15 QGJY2018064
地方高校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教学研究

赵振新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16 QGJY2018075
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开放共享的“互联网
+”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

曹玉琳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7 QGJY2018077 光源与照明专业的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王志胜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18 QGJY2018078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建设研
究

赵德菱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19 QGJY2018081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背景下高职院
校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以我院为例

罗艳梅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20 QGJY2018087
基于案例-项目驱动的整合教学模式在高
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原克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
院

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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