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2017—2018 年度

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推选办法

为激励会员单位教师与科技人员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提高建

设教育的整体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推选范围

1、已经获得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结题证书的课题（见附录 3）；

2、在《高等建筑教育》《中国建设教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见附录

4）；

3、参选的成果申报人所在单位必须是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会员，课题必

须是负责人，论文必须是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

4、课题结题和论文发表时间原则上是在 2017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时间范围内；

5、已经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不应再参加本次推选活

动。

二、推选标准和要求

本次推选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课题类成果主要的评价指标是：科

学性、实效性、创新性、示范性及推广性；论文类成果主要的评价指标是：

选题的重要性、内容的创新性、研究的科学性、成果的应用性和写作的规

范性。

对参选成果所提供资料的要求：

1、课题必须提供课题申请表、课题立项批文、成果验收申请表、结题

报告、相关支撑佐证材料（调研报告、相关著作、论文材料等）一式两份。

材料应装订成册（可合订，可分册）；

2、论文必须提供所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页以及论文全文的复印件一

式两份；

3、提供相应的成果申请表一式两份（见附件 2）。

三、推选办法与程序

本次推选活动分为五个小组进行初审工作。采取会员单位推荐，五个

小组分别对推荐的成果进行审核并拟定等级，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复审并确



定等级的办法。具体程序如下：

(一)分组情况

1、普通高等教育组

联系人：吴菁

联系电话：010-61209617，13683227171

电子邮箱：wujing@bucea.edu.cn

邮寄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永源路 15 号，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

邮编：102616

2、高等职业教育组

联系人：赵研

联系电话：0451-85915222，13339419933

电子邮箱：hcczhaoy@sina.com

邮寄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学院路，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请

用中国邮政快递（EMS）邮寄）

邮编：150025

3、中等职业教育组

联系人： 姚延芹

联系电话：0519-69872101，13861023690

电子邮箱：18244766@qq.com

邮寄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殷村职教园和裕路 1 号，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

邮编： 213147

4、技工教育组

联系人： 余红

联系电话：0791-85710231，18979117792

电子邮箱：158359387@qq.com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莲塘南大道 831 号，江西省建筑工程高级技

工学校

邮编：330200

5、企事业职业教育组

联系人：梁健



联系电话：010-88083965，13911250480

电子邮箱：liangjian@cscec.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5 号中建大厦 B 座 10 层 1006 室，

中建管理学院

邮编：100037

（二）有关程序

1、申报人填写相应的申请表（见附件 2），按要求向所在会员单位提

交参选成果的有关材料。各会员单位审核参选材料，将符合要求的成果加

盖单位印章后邮寄给相关的初审工作小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

（以寄出日邮戳为准）。

2、五个小组对各会员单位推选的成果再次进行审核，剔除不符合要求

的成果，同时组织专家对每项参选成果进行打分，按照得分高低对课题和

论文分别排序，编制得分排序汇总表并拟定获奖等级。要求于 2019 年 6月

30 日前将所有参选成果的有关材料和申请表（一式两份）、得分排序汇总

表以及拟定获奖等级表报送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3 号，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北座 7002

室，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研究部，邮编 100037；电子版报送邮箱：

cace1992@163.com。

协会研究部联系电话：010-88083756；联系人：傅钰。

3、协会工作人员根据初评结果，对论文进行检索，确保查重检测结果

不超过 30%，对课题资料进行检查，确保资料的严谨规范、齐全完整。

4、协会组织专家对初审成果进行复审并确定一、二、三等奖项的获得

者。

四、奖项设置

本次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分为课题类和论文类两类，课题类成果奖

励比例占申报课题的 30%，其中：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15%。论

文类成果奖励比例占申报论文的 30%，其中：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

等奖 15%。

五、附则

本办法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负责解释。

2019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2：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参选申请表

（课题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负责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信箱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机：

申报的课题名

称

课题立项、结

题时间

其他参加人姓

名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小
组

初
评

意
见

专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中
国
建
设
教
育
协
会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可复制)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参选申请表

（论文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第一作者） 性 别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信箱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机：

申报的论文名称

论文发表时间及

刊物

其他作者姓名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小
组
初

评
意

见 专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中
国
建
设
教
育
协
会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可复制)



附件3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

2017-2018年度会员单位结题情况统计表
2009年课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组别

1 200909 城市规划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李勤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X0938 2018年9月4日 普高

2011年课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分组

2 2011030
适应施工企业人才市场需求提高建筑施工课程

教学质量的研究
高兵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X1149 2018年4月25日 普高

3 2011028
探讨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执业资格教育

培训本科一体化课程改革
马鸿雁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X1150 2018年6月14日 普高

2013年课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分组

4 2013080 ☆地方行业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戴昕 吉林建筑大学 X1346 2018年1月17日 普高

5 2013098
☆土木工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与实

践
黄林青 重庆科技学院 X1347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6 2013099 ☆应用型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运行模式研究 王丽萍 重庆科技学院 X1348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7 2013100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高校土建类专业实

验教学体系研究
吴同情 重庆科技学院 X1349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8 2013101
基于建设管理信息化的工程造价本科专业核心

能力构建与实践
祝亚辉 重庆科技学院 X1350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9 2013048 建设类高职院校校企文化共轭研究 方桐清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X1344 2017年5月23日 高职

10 2013007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及应用研究
王秀静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X1345 2018年1月17日 高职

11 2013041 建设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董林旭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X1351 2018年8月16日 高职

2015年课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分组

12 2015005
基于范例教学法的《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双

语教学课程建设
邹艳 北京建筑大学 X1535 2017年11月20日 普高

13 2015003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基础历年真

题解析（供配电、发输变电专业）
龚静 北京建筑大学 X1587 2018年2月2日 普高

14 2015009 京津冀建筑类高校协同发展研究 詹宏伟 北京建筑大学 X1588 2018年4月25日 普高

15 2015007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教育及管理模式研究——
以北京建筑大学中美合作办学“2+2”项目为

例
黄兴 北京建筑大学 X1597 2018年6月29日 普高

16 2015033
大学物理和实验对建设类专业大学生创新思维

养成的研究和实践
臧涛成

苏州科技学院（现
苏州科技大学）

X1550 2017年12月29日 普高

17 2015034
基于慕课理念下的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周兴

苏州科技学院（现
苏州科技大学）

X1551 2017年12月29日 普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组别

18 2015031
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董延茂

苏州科技学院（现
苏州科技大学）

X1586 2017年12月29日 普高

19 2015035
建设行业中市政工程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笪可宁 沈阳建筑大学 X1556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0 2015036 建筑类高校大学生公益精神教育研究 王素君 沈阳建筑大学 X1557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1 2015037 建筑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模式研究 陈兵 沈阳建筑大学 X1558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2 2015038
建设类院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实践创

新基地建设研究
李家坤 沈阳建筑大学 X1559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3 2015039
学科竞赛体系建设与学生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穆存远 沈阳建筑大学 X1560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4 2015040
现代建筑产业化视角下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研究
项英辉 沈阳建筑大学 X1561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5 2015041 建筑院校《数值分析》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孙丽华 沈阳建筑大学 X1562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6 2015042
实施“卓越计划”背景下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兵 沈阳建筑大学 X1563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7 2015043
数学建模竞赛体系建设与土建类专业学生能力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孙海义 沈阳建筑大学 X1564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8 2015044
数字化测图与摄影测量学课程一体化教学与学

习方法的研究 
王井利 沈阳建筑大学 X1565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29 2015045
基于BIM土木工程造价实训教学FMPC新体系研

究
刘莉 沈阳建筑大学 X1566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0 2015046
工程管理类专业课学习兴趣定制化激发策略研

究
常春光 沈阳建筑大学 X1567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1 2015047
基于人力资本提升的应用型专业高等教育认证

体系研究——以工程造价专业为例
李丽红 沈阳建筑大学 X1568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2 2015048
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结构力学课程体系

创新的实践研究
王宇 沈阳建筑大学 X1569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3 2015049 基于MOOC模式的建筑产业教材立体化路径研究 刘颖 沈阳建筑大学 X1570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4 2015050 中美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徐亚丰 沈阳建筑大学 X1571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5 2015051 建筑高校校企合作创新的博弈问题研究 孙艳丽 沈阳建筑大学 X1572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6 2015052
建筑工业化背景下建筑类高校工程训练中心特

色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李颂华 沈阳建筑大学 X1573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7 2015053
基于“协同育人”大学本科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研究
刘运学 沈阳建筑大学 X1574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8 2015054
建筑类院校基于BIM的建设项目全寿命期管理

的教学模式研究
薛立 沈阳建筑大学 X1575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39 2015055
力学课程教学与中华优秀文化融合的研究与实

践
苑学众 沈阳建筑大学 X1576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0 2015056
本科生“微课”教学模式建立方法的研究——

以道桥专业为例
于玲 沈阳建筑大学 X1577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1 2015057
基于能力导向的城乡规划专业“城市社会学”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杜晶波 沈阳建筑大学 X1578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2 2015058 移动环境下的微学习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刘威 沈阳建筑大学 X1579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3 2015059
基于柯氏评估模型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机

制研究与实践
于长英 沈阳建筑大学 X1580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4 2015060
基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土木工程专业基础

课程实践平台建设
宋岩升 沈阳建筑大学 X1581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5 2015061
工程管理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

建设法规》为例
李闫岩 沈阳建筑大学 X1582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组别

46 2015062
基于“建筑产业现代化”视角的工程管理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李惠玲 沈阳建筑大学 X1583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7 2015063 工程经济法教学内容体系结构研究 孟庆鹏 沈阳建筑大学 X1584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8 2015064 建筑院校有机化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颖 沈阳建筑大学 X1585 2018年1月22日 普高

49 2015027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测绘工程专业实验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
马东岭 山东建筑大学 X1590 2018年6月1日 普高

50 2015028
建筑院校艺术设计课程的网络互动教学模式研

究
李雪萍 山东建筑大学 X1591 2018年6月1日 普高

51 2015030
建设行业人才发展情况调研报告——以山东建

筑大学为例
孙官耀 山东建筑大学 X1592 2018年6月1日 普高

52 2015011
基于微课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研究
卜长明 重庆科技学院 X1594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53 2015012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职业适应性模型研究 伍培 重庆科技学院 X1595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54 2015013
培养绿色建筑与能源应用工程师的实践教学创

新基地建设研究
余晓平 重庆科技学院 X1596 2018年6月20日 普高

55 2015091
基于3D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教学资源库建设
张思忠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X1525 2017年2月9日 高职

56 2015092 建筑类高职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 盛秋芳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X1526 2017年2月9日 高职

57 2015152
关于城市空间设计相关专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机制的研究
张丽艳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
职业技术学院

X1527 2017年3月15日 高职

58 2015154
建筑类高职院校一体多元的“1+”合作办学模

式研究
蒋承杰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X1528 2017年3月20日 高职

59 2015103
实体比例教学模型寓于“理实一体化”课程改

革创新研究
张立柱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X1529 2017年7月24日 高职

60 2015105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石书羽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X1530 2017年7月24日 高职

61 2015106
2010—2014年辽宁省建筑类高职新生心肺功能

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石征凯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X1531 2017年7月24日 高职

62 2015108 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翻转课堂实践研究 王胜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X1532 2017年7月24日 高职

63 2015111 高职会计专业校企合作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 喻硕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X1533 2017年7月24日 高职

64 2015150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共同构建中高职衔接

的建设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史华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X1534 2017年9月13日 高职

65 2015086 O2O营销模式下房产经纪教学改革研究 曾福林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

学院
X1539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66 2015088 建设类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库研究 唐敏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

学院
X1540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67 2015080 建筑业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管理研究 林野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46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68 2015081
面向能力培养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北芳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47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69 2015082 大学生素质教育方式方法创新研究 王秀艳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48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70 2015083
高职院校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内涵建设研究与实

践
郭启臣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49 2017年12月5日 高职

71 2015084
学科竞赛体系建设与学生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张彬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100 2018年7月26日 高职

72 2015096
BIM管理模式下工程造价专业软件教学改革实

践与研究
饶婕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X1553 2017年12月29日 高职

73 2015098
云时代背景下高职装饰专业课程“翻转式教学

”改革研究——以本校装饰专业课程为例
黄晟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X1554 2017年12月29日 高职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组别

74 2015100
高职工程造价专业《建筑工程预算》精品课程

建设研究
肖茜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X1555 2017年12月29日 高职

75 2015129
在新形势下建筑装饰内业管理实务课程教学改

革之初探
李晔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89 2018年5月29日 高职

76 2015133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课程改革 王丽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93 2018年6月14日 高职

77 2015124
高职《包装设计》项目式教材建设的实践研究

——以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边少平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98 2018年6月29日 高职

78 2015132 微课在《建筑材料》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红霞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
X1599 2018年9月18日 高职

79 2015164 网络游戏模式在建筑工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马文涛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

学校
X15101 2018年11月1日 中职

80 2015161
高职建筑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
——以盐城建筑工程学校语文教学为例

杨翠娟
阜宁高等师范学校
（盐城建校）

X1552 2017年12月29日 中职

81 2015165
面向建设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培训鉴定工作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
刘清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
学校

X1542 2017年12月5日 技工

82 2015166
建设类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沈玲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
学校

X1543 2017年12月5日 技工

83 2015170
建设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现状和发展研

究
桂兹军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
团总公司

X1544 2017年12月5日 企事业

84 2015171 建筑企业新进大学生培养模式研究 易杰超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

团总公司
X1545 2017年12月5日 企事业

2017年课题：

总序号 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结题证
书号

结题时间 分组

85 2017001 ☆面向工程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之研究与实践 李爱群
普通高等教育委员

会
X1710 2018年11月29日 普高

86 2017005
建筑学专业学科竞赛、技能大赛体系建设与学

生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李春青 北京建筑大学 X1701 2018年8月28日 普高

87 2017003
☆土建类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模式的

路径探究
吴  菁 北京建筑大学 X1729 2018年12月28日 普高

88 2017023
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基于设计竞赛机制的

BIM实践教学研究
王邵臻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
学院

X1702 2018年9月19日 普高

89 2017035
☆基于虚拟现实的建筑类MOOC教学交互模式的

设计与系统实现
吕国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X1703 2018年10月30日 普高

90 2017043
基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建设类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机制改革研究 
牛立蕊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X1704 2018年10月30日 普高

91 2017046
面向应用的建设类院校力学专业教学改革创新

与实践研究
高尚武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X1705 2018年10月30日 普高

92 2017050
“生态弹性”视域下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胜任

力培养研究
张迪妮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X1706 2018年10月30日 普高

93 2017051 建筑院校电路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张红岭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X1707 2018年10月30日 普高

94 2017094
“互联网+”时代建设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林于良 苏州科技大学 X1708 2018年11月29日 普高

95 2017107
基于工作任务导向的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研究
徐运明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
学院

X1709 2018年11月29日 高职

注： 1、以上课题负责人可以申请参加中国建设教育协会2017—2018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推选活动

2、带“☆”的课题为重点课题



附件4

2017～2018年度会员单位在《高等建筑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2017年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1 通识教育：应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出路选择                     顾盛楠 重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7年第1期 普高

2
以行业发展为导向的材料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培养研究与实践——以重庆大学材料工程领

域为例                                    
李新禄 重庆大学材料学院建材系 2017年第1期 普高

3 翻转课堂在土力学课程中的教学实践                        卢黎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4 媒体技能研讨会：打破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壁垒             张礼建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5
“90后”大学生对未来直接上级的领导特质期望研究

——基于565名在校“90后”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李志 重庆大学公管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6 构建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构建                   倪彬 重庆大学 2017年第3期 普高

7 基于BIM的框架结构三维虚拟建模实验设计                   姚刚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8 土木工程专业工程水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刘先珊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岩石

力学教研室
2017年第3期 普高

9 试析大数据在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中的应用                       李晓秋 重庆大学法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10
从传统教学到营造传统——重庆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史

模型实践课程体系深化      
廖屿荻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历史
研究所

2017年第6期 普高

11
面向工程能力培养的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毕业设

计教学思考         
余晓平 重庆科技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12 建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思路                            杨世忠
青岛理工大学自动化工程学

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13 土木工程专业建设法规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杨松森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14
“全过程控制”工程项目式教学法在钢结构基本原理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徐菁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15 工程结构检测鉴定与加固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苗吉军 青岛理工大学 2017年第3期 普高

16 BIM技术在水工程施工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苗群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

程学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17
基于博士生视角的中美工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比较分析  
包扬娟 同济大学 2017年第1期 普高

18 中外土木工程防灾专业高等混凝土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7年第1期 普高

19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教改中新模式和新平台的应

用              
汤永净 同济大学 2017年第1期 普高

20
培养拓展性思维的教学探索——以阻尼比对单自由度

体系动力响应影响为例
钟源 同济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21 中外土木工程专业结构抗震与减震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7年第4期 普高

22 本科生桥梁概念设计课程教学探讨                      贾丽君 同济大学 2017年第4期 普高

23 桥梁工程选修课全英语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徐艳 同济大学 2017年第4期 普高

24 基于OBE教学模式的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探讨               任非凡
同济大学 岩土及地下工程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7年第4期 普高

25 中美土木工程硕士培养体系比较及分析                             白云 同济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26
中外土木工程防灾专业工程风险评估与管理课程比较

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27
符合国际工程专业认证要求的课程档案编制方法研究

——以建筑结构抗震课程为例
戴靠山 同济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28
硕士研究生“双盲”答辩方案探索与实践——以广州

大学土木工程类专业为例
张永山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29 土木工程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自我培养                   燕乐纬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30 创新.双赢.示范：境外教育资源拓展的经验之谈        赵阳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31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课程教学效果探讨                              李整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32 混凝土结构原理课程双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楚留声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33 存量时代背景下城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与模式探索           顿明明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34
从“给学生讲课”为“让学生讲课”——高校毕业设

计指导方法的创新
李启才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35 高职加本科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关键问题分析           李启才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36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建筑类学科研究生培养体制

改革         
夏健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37 建筑类学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路径研究                李广斌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38
面向国际化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探索与

实践               
陈家斌 苏州科技大学 2017年第5期 普高

39
BIM技术在建筑类高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探索——

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
王建超 沈阳建筑大学 2017年第1期 普高

40 专业学位研究生个性特征与职业角色需求拟合度研究             孔凡文 沈阳建筑大学 2017年第3期 普高

41 新常态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张文海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机械工程

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42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以河北建筑工程

学院为例     
张文海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机械工程
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43 河北省大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建构研究                            王明贤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44 渠化工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杨帆 扬州大学水利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45
科研并行式服务于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以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为例
黄金柏

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
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46 土木工程应用型人才检测评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彭亚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47 在墩台与基础课程中体现装配式技术的观念                  葛继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第3期 普高

48 地方高校建筑学专业执业应用平台的构建与运行研究                    张广平 吉林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49 BIM信息技术教育创新行为诱导机理研究                                滕佳颖
吉林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50 亚洲地区高等教育中的城市设计专业教育及启示               陈闻喆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51
基于学科竞赛的土木工程大学生专业课程知识应用能

力评价    
武贤慧 长安大学建工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52
从空间建构走向技术建构——注重实践与技术整合的

毕业设计研究     
谭良斌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53
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国高校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

究               
徐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54 转型发展背景下地方院校测绘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叶巧云 湖南城市学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55 应用技术型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培养模式探究                   陈军浩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2018年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56 专业学位研究生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郑玲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

实验室
2018年第1期 普高

57 通识类数学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思考                       董海云 重庆大学数统学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58 多高层房屋结构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杨佑发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59
基于案例教学的工程管理类硕士教学模式创新——以

重庆大学为例        
向鹏成

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
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60 土力学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析                                 陈志雄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6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理论力学教学中的应用      谭周玲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力学

所
2018年第3期 普高

62
以创新教育引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新时代高

等教育发展的路径探索
何跃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63 三峡民歌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活态传承的探讨                           肖玲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64 基于身份转换组织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曹永红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65 大数据技术下个性化在线教育互动式教学探索                             蔡樱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66 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白强 重庆大学 2018年第5期 普高

67
交互式教学方法的理论意义及其国际市场营销课程实

践
赵红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68 高大衔接创新人才培养与选拔的路径与策略 吴婷 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第6期 普高

69
应用型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路桥课程群建设改革研

究                     
高荣 重庆科技学院建工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70 钢筋混凝土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教学探讨                         陈小英
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系
2018年第4期 普高

71 新媒体在多校联合毕业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刘胜荣
青岛理工大学自动化工程学

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72 基于BIM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实践  赵金先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73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
杨世忠

青岛理工大学自动化工程学
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74
高校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土木法学人才培养

为例   
鲁正 同济大学 2018年第1期 普高

75
基于本科生导师制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探究——以同济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为例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76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的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探

索                       
胡晓依 同济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77 建筑结构抗震课程的动力分析演示软件                               任晓崧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78
基于“互联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案例库建设研

究          
孙建渊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
工程系

2018年第3期 普高

79
研究生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方勤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80 中外建设工程法规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8年第3期 普高

81 快速面积矩法绘制结构变形图                   孙飞飞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82 中外土木工程防灾专业结构动力学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8年第4期 普高

83
建设高校服务型研究生党支部的实践与思考——以同
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为

例 
胡晓依 同济大学 2018年第4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84 中外土木工程专业爆炸动力学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8年第5期 普高

85 中外土木工程防灾专业工程结构抗火课程比较研究 鲁正 同济大学土木大楼防灾所 2018年第6期 普高

86 土木工程全过程课程设计的英国教学实践与思考 方成 同济大学 2018年第6期 普高

87 基于新媒体的生产实习过程管理和质量考核体系研究 刘超 同济大学 2018年第6期 普高

88 BIM技术在校企联合毕业设计中的应用和实践 王婉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工

系
2018年第6期 普高

89 依据课程定位深化材料力学教学改革                      王春香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年第1期 普高

90 工科研究生招生共享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王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91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探索                                              王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92
空间设计为主线的建筑学二年级教学实践与探索——

以“方体限定与展览空间设计”为例
刘长安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93 建筑材料专业课多元化作业布置模式研究与实践                       徐丽娜 山东建筑大学材料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94 开放式联合教学模式下的建筑设计课程建设 孔亚暐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5 高校学风建设构建思考                                   刘忠信
吉林建筑大学招生与就业工

作处
2018年第1期 普高

96
基于CDIO理念的地方高校建筑学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以吉林建筑大学为例
王科奇

吉林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
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97 CFD技术在水泵及水泵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杨帆 扬州大学水利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98 基于工程应用的土力学实验开放式教学改革探索                           胡顺洋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

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99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课程教学探索 宋桂杰 扬州大学基建处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0 对培养测绘类专业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思考 韩玲 长安大学 2018年第4期 普高

101 结构力学中反对称荷载作用下对称刚架的弯矩图规律 张常光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102 土木工程专业改革与建设实践 门进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103 建筑能耗模拟课程体验式教学研究 刘大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104 Fourier三角级数在力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寇磊 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105 工程热力学课程教学探讨                                                         常金秋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城市建设

与安全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06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衔接的培

养模式     
赵根田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8年第3期 普高

107 基于国际工程认证要求的钢结构课程教学设计研究   郑夕健 沈阳建筑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108
产学合作新模式在应用型本科工程教育改革中的实践

研究
欧智菁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109
新工科背景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传热学课

程教学研究
王瑜 南京工业大学 2018年第5期 普高

110 城市规划专业联合毕业设计实践的探索 肖铁桥 安徽建筑大学 2018年第5期 普高

111 面向新工科的土木工程专业改造升级的路径研究 武鹤
黑龙江工程学院土木与建筑

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12 我国木结构教学实践与探索 凌志彬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13
土木工程材料教学内容重构探索--以水泥混凝土强度

为例
王圣程 徐州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14 建设类高职实训基地信息化管理的实践探索 葛玲霞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第3期 高职

注： 以上第一作者可以申请参加中国建设教育协会2017—2018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推选活动



附件4

2017～2018年度会员单位在《中国建设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2017年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1 BIM技术在“施工管理”和“毕业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周东明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2
基于优势资源的卓越工程师协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以青岛理工大学为例
张素磊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3 校企协同培养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研究与实践 祝英杰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4
基于工程教育评估 ( 认证 ) 的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
杨  兵 安徽建筑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5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建设具有鲜明建筑特色的创新型大学
王建中 北京建筑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6 从大学文化建设视角谈如何加强高校职员队伍建设 李大伟 北京建筑大学 2017年第4期 普高

7 我国普通高等建设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李爱群 北京建筑大学 2017年第5期 普高

8 “地下工程施工模拟教学”建设与实践 刘军
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

通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9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综合改革与实践 廖维张
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

通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10 “静态电阻应变仪”及“等强度梁”教学实验设计 杜红凯 北京建筑大学 2017年第5期 普高

11 VR技术在土木工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孙志娟
北京建筑大学工程实践

创新中心
2017年第5期 普高

12 行业特色地方高校教学体系教研型转型路径分析 那  威 北京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13 以课题组为单元的师生互动助力创新人才培养 王崇臣 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 2017年第6期 普高

14 “遥感技术与应用”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修丽娜
天津城建大学地质与测

绘学院
2017年第1期 普高

15
契合基础，融入前沿，支撑动力，塑造空间——天津

城建大学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王建廷 天津城建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16 长安大学面向区域，创新建筑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刘启波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17
以学生发展能力为导向的建筑类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路径研究
刘晓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18
基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理念下的“土力学实验”课

程改革与实践
裴巧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19 “太阳能建筑设计”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  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20
完善“煤化工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优化实践教学模

式研究
宋永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
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21 安全工程专业实践创新能力的第二课堂体系初探 王亚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材料

与矿资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22
理论和实践融合的“钢结构”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
杨俊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23
双创新常态背景下工科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研究
王海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24 陕西特色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思考 闫  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25 基于产教融合的建筑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与思考 罗成翼 湖南城市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26
政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育人—— 福建工程学院工程

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  群 福建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27 从评估到认证—土木工程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吴  琛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28 深化校企合作，推进开放办学 刘东燕 重庆科技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29
以构造为线索”的教学方法在“防水工程”教学中的

应用
徐  典

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30 建筑类高校开放办学的探索与实践 董玉宽 沈阳建筑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31
法院联动模式下的建筑院校“专业法学”课程实践教

学改革探析
李闫岩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32 高校工科课程探究式翻转教学设计模型和实践 卢  黎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3期 普高

33
基于完整工程案例“岩土类”系列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与实践
吴曙光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34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践 康  明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35 建筑力学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创新研究与实践 陈朝晖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36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李琮琦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37 基于 BIM 技术的跨专业综合毕业设计团队集成研究 赵庆华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38 楼盖承载力复核课程设计的教学组织与实施 张靖静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39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土木工程专业学科竞赛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李琮琦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40
坚持需求导向，强化特色发展，开启建筑类高校开放
办学的新征程——苏州科技大学开放办学的探索与实

践
黄  勇 苏州科技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41 苏州科技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傅朝霞 苏州科技大学 2017年第4期 普高

42 “结构力学”课程中力法与位移法的对偶关系剖析 王仁华
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

系　
2017年第1期 普高

43
契合区域优势特色和建筑业转型升级，实施“行业英

才”计划
陈继飞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44 将微课应用于“环境监测实验”课程教学的探索 代学民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45
加强新常态下学校发展顶层设计，努力建设教学研究
型大学—— 吉林建筑大学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思考

与实践
 戴  昕 吉林建筑大学 2017年第1期 普高

46 地方建筑类高校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戴  昕 吉林建筑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47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转型发展，提高服务黑龙江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
张洪田 黑龙江工程学院 2017年第2期 普高

48
源流·对话·经纬——山东建筑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
王崇杰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年第2期 普高

49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选题改革与过程控制机制的研

究实践
范夕森

山东建筑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50 建筑材料”课程实验教学有效性研究 徐丽娜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51
“成果为本”教学法在“普通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与

思考
李雪梅 

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
境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52 “新工科”工匠素养教育的路径探析 宋守君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53 理工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验课程设置探讨 邓  伟 山东建筑大学理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54 德国建材学科专业课模块和授课研究及启示 隋玉武
山东建筑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55 服务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学校快速发展 靳奉祥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56
传统文化在建筑类专业教学中的体现研究—— 以山东

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为例
赵  虎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
学院

2017年第6期 普高

57 “复合材料加工工艺与设备”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杨正龙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7年第4期 普高

58 在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中增添互联网元素效果初探 吴  竞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59 BIM技术在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薛  刚
内蒙古科技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60 装配式建筑技术下土木工程专业建设与改造探索 丁克伟 安徽建筑大学 2017年第6期 普高

61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状况调查与分析 程家福 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  2017年第6期 普高

62 基于土木类专业转型发展的“土力学实验”教学改革 于林平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与土

木工程学院
2017年第5期 普高

63 素质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  王凤君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4
 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化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改革实施为例

 王  斌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5
 专业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以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孙  进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6 突显四大特色，强化内涵建设  吴国雄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7
 铸“魂”与筑“能”—— 工科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与工匠精神培养的思考
 马精凭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8
培育精技强能的善建者——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鲁

班文化育人研究与实践
王  斌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69
以主题班会为载体的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实践

与探索
杜  彦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2017年第3期 高职

70 构建文化育人体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王佑华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7年第4期 高职

71
新形势背景下建设类高职院校创业就业工作探析—— 

以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佑华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72 构建三大平台，助推我院创新创业教育 乔志远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73 新时期“地下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研究 龚晓芳
盐城工学院土木工程学

院 
2017年第1期 高职

74
浅析BIM技术与建筑类专业课程的整合——以“建筑制

图与识图”课程为例
梁艳仙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第4期 高职

75
以职业系谱建设推动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内涵式发展分

析
华  佳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第4期 高职

76
高职“建筑施工组织”课程教学改革—— 以流水施工

与网络计划技术为例
郑  权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第3期 高职

77 浅谈新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发展 唐柏俊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7年第3期 高职

78
课堂“数学思维”的概念分析与训练方法——以上海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为例
邵红能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2017年第3期 中职

79 基于“互联网 +”环境的中职教学探索 李利娟 广东省惠州市建筑学校 2017年第3期 中职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80
工匠精神融入中职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泸县

建校践行鲁班精神，培育当代工匠简介
张永鸿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
专学校

2017年第1期 中职

81 创设“小环境”，培养中职学生非职业能力 苏爱娟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2017年第3期 中职

82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教育培训工作的转型与创新实践 梁  健 中建管理学院 2017年第4期 企事业

83 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祝丰康
浙江省江山贺村中心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 
2017年第3期 企事业

2018年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分组 

84
深化综合改革，推进管理创新，全面提升大学内部治

理水平
 靳奉祥 山东建筑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85
不同培养方向的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 ——以“材料分

析与测试技术”课程为例
田清波

山东建筑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86 建筑类高校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途径探析 张之稳
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

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87
创新引领改革，转型驱动发展，优化促进高等建设教

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
李爱群 北京建筑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88 构建高校学生招生宣传团队的研究与实践 徐敬明 北京建筑大学 2018年第3期 普高

89
英语专业课程在“非英语专业”的教学实践—— 以《

高级英语》（上册）教学为例
陈素红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0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的困境与对策研

究
姚远 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1 应用型“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白会娟 北京建筑大学理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2 在比较文化教育中感受文化自信 贾荣香 北京建筑大学 2018年第1期 普高

93
教师入职宣誓的思想教育价值及其活动范式的研究与

实践——以北京建筑大学教师入职宣誓为例
张媛媛 北京建筑大学 2018年第6期 普高

94 北京高校校际间学生评教的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常  瑾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5 双培计划”培养学生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王晓辉
北京建筑大学电气与信

息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王立鑫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
源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7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互选服务管理系统研究 何平
安徽建筑大学机械与电

气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98
打好“建”字牌，做好“徽”文章——安徽建筑大学

服务城市建设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方潜生 安徽建筑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99 推进“三实型”“双创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戴  昕 吉林建筑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00
中美高校战略规划比较研究——以吉林建筑大学和波

特兰州立大学为例
于建军

吉林建筑大学发展规划
处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1 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 石铁矛 沈阳建筑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02 基于项目的本科“工程管理”专业 BIM 教学模式探索 张晓明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3 高校电气工程类 BIM 技术人才培养研究 许  可
沈阳建筑大学信息与控

制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4 创新学生党员教育培养模式的思考 杨大方
沈阳建筑大学信息与控

制工程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105 解决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内容陈旧问题的对策研究 郭喜峰
沈阳建筑大学信息与控

制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106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同心同向同行，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再上新台阶
邵必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07
中美高校“环境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异同镜鉴——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为例
张海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
与市政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8 案例式教学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课程中的应用 郑伍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材料

与矿资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09
工程管理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学生在国外学习

阶段遇到的学习困难分析及对策
姜保平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 

2018年第1期 普高

110 引培并举，量质并重，全力推进学校高层次人才工作 沈耀良 苏州科技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1
对“GNSS 原理与应用”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之探讨

李  黎
苏州科技大学空间信息

与测绘工程系
2018年第6期 普高

112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开创国际交流新局面 王建廷 天津城建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3 湖南城市学院“产、学、研、用”融合情况报告 汤放华 湖南城市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4
以“国际化”引领新时代“建筑与环境类”专业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
蒲清平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
境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5
从范式承袭到自主建构“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的

“模块化”转型探索
肖  竞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116
以“大应用观”理念为引领，全面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 以徐州工程学院办学实践为例
王冬冬 徐州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7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实践类”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

新——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
陈  斌

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
学院 

2018年第3期 普高

118
以“四个服务”为指引，培养行业人才，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
王海龙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19
培育高校教职员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与

路径
王华彪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120 高校“补考排考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邓全才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数理

系
2018年第6期 普高

121 立足西部，建设一流土木工程学科 吴  涛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第2期 普高

122
建筑学教育“非专业素质”培养中的人文精神与批判

性思维培养
丁  炜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123
开放办学，协同创新—— 青岛理工科大学多元化创新

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王亚军 青岛理工大学 2018年第2期 普高

124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创建一流高水平大学研究—— 以

山东地方本科高校为例
戴吉亮 青岛理工大学 2018年第3期 普高

125 人力资本视角下对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思考 高  洁 青岛理工大学 2018年第4期 普高

126
以专业认证为引领，建设适应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师资队伍
武  鹤

黑龙江工程学院土木与
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第6期 普高

127
基于“倒逼”理论的“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之改革

与应用
张靖静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18年第4期 普高

128 “新工科”教育研究 陈国铁 福建工程学院 2018年第5期 普高

129
学思践悟，履行立德树人重要职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张泽玲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130
 乘势而上，发挥特色优势，推进校企合作、产教深度

融合
 彭红圃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131  适应需求，顺势而为，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叶银忠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132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以文化人，让“互联网 +”助

力院校思想政治工作
 巴音巴图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发表时间 组别 

133 高职学生自主学习“思政课”问题研究  张  杰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2018年第4期 高职

134 培育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与研究 蔡志清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第4期 高职

135
 立足素质课程建设，强化师德师表引领，探索知、情

、行协调发展的德育新路子
 晏惠琴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136
 基于校企系统化合作的企业学院运行探索—— 以湖

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天衡学院”为例
 王佑华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8年第1期 高职 

137 基于技能培养的“单片机”教学改革 于来宝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18年第4期 高职

138
高校学生早操管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山东城市建

设职业学院为例
秦玉学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2018年第4期 高职

139 基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汽修专业”课程改革  郭建成
邯郸市城建职业技术学

校
2018年第4期 中职

140 新形势下关于建筑类中职教育质量提升的思考 林  云 云南建设学校 2018年第3期 中职

141 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中职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朱  凯 广西建设学校 2018年第4期 中职

142
教科书“数学文化”的概念剖析与实施策略—— 以沪

教版《数学》为例
邵红能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2018年第3期 中职

143
中职“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四阶段递进式”实践教

学模式研究
张巨浪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2018年第4期 中职

144 绿色建筑设计常见问题及其相关设计的分析与探讨  费  腾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

校
2018年第5期 中职

145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集训工作主要经验和做法 王君萍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2018年第3期 中职

146
校社合作建设校园书店，促进建筑类院校校园文化和

专业资源建设
高延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年第2期 企事业

147
推进教科研合作，研发节能环保新教具，提升建机培

训效果
王  平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建设
机械专业委员会 

2018年第4期 企事业

148 泵车支腿的焊接变形控制 谭  勇
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公

司 
2018年第1期 企事业

注： 以上第一作者可以申请参加中国建设教育协会2017—2018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推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