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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开发表教育教学类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发
表年度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卷次

第一作
者姓名 期刊等级

1 2014
环境设计专业学生调研的现状问题研究及调研方法

探讨 唐都学刊 2014年第30卷（A) 李侃侃 其他期刊

2 2015 农林类院校《园林艺术》课程的教学探讨 教育教学论坛 2015年40期 罗建让 其他期刊

3 2015 插花艺术在农林类高校大学生艺术素养培养中的作
用

教育教学论坛 2015年34期 杜灵娟 其他期刊

4 2015   基于微格和BOPPPS模型的“园林艺术”教学研
究与实践

新课程研究（中旬
刊） 

2015年10期  冯静 其他期刊

5 2015 《植物造景》课程双语教学实践与探索 新课程研究（中旬
刊） 

2015年06期 洪波 其他期刊

6 2015 案例教学在园林设计课堂中的组织和应用 教育教学论坛 2015年10期 李冬梅 其他期刊

7 2016 美国佐治亚大学园艺专业本科教育的特色 中国农业教育 2016年03期 杜灵娟 B类

8 2016           基于“微课”的城市规划课程教学改革思
考 

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02期 冯静 其他期刊

9 2016 《园林树木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40期 罗建让 其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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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 园林树木学实践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现代园艺 2016年19期 史倩倩 其他期刊

11 2016 园林专业《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教学改革的若干
思考

教育教学论坛 2017年06期 史倩倩 其他期刊

12 2016 《压花画的制作和欣赏》公选课教学模式的探索 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38期 赵  冰 其他期刊

13 2016 基于单元集中授课模式的室内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6年11期 史承勇 其他期刊

14 2016 基于生态设计理念的高校水景设计教学研究 现代园艺 2016年第12期 刘媛 其他期刊

15 2016 室内设计专业“工作室+项目制”教学模式探索 美术教育研究 2016年24期 史承勇 其他期刊

16 2016 具有动物科学特色的高校地被植物课程教学改革初
探

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第46期 李厚华 其他期刊

17 2017 农林院校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

与评估) 2017年04期 孙静 B类期刊

18 2017
基于有效教学理论的“中国园林史”课程教学的改

革与实践 中国林业教育 2017年02期 张新果 B类期刊

19 2017 探析风景园林专业中《园林美术》教学模式改革 科教导刊 2017年14期 李侃侃 其他期刊

20 2017 景观理水艺术课程资源共享建设研究 美术教育研究 2017年14期 刘媛 其他期刊

21 2017 环境设计专业平面设计类课程嵌入式教学探索 教育观察（上半月） 2017年13期 孙静 其他期刊

22 2017 虚拟现实技术在展示设计实践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美术教育研究 2017年20期 田永刚 其他期刊

23 2017 木工专业家具设计方向的绘画类课程改革探讨 美术教育研究 2017年14期 李侃侃 其他期刊

24 2017 面向风景园林专业城市规划课程模块化研讨式教学
模式探索

课程教育研究 2017年51期 张刚 其他期刊

25 2017 《园林艺术》课程实训教学改革与探索 课程教育研究 2017年51期 冯静 其他期刊

26 2018 校企合作下的校外实习保障体系建构策略研究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环境设计专业为例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
与评估）

2018年11期 娄钢 B类期刊



27 2018 农林院校特色版式设计课程体系构建——以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
与评估)

2018年12期 张瑞超 B类期刊

28 2018 “园林树木学”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的探索 中国林业教育 2018年04期 吉文丽 B类期刊

29 2018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模式探索
——以“环境心理学”为例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
与评估）

2018年12期 李侃侃 B类期刊

30 2018 鲜切花生产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 高教学刊 2018年16期 赵冰 其他期刊

31 2018 校企合作模式下环境设计专业实习教学体系建构策
略——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美术大观 2018年06期 娄钢 其他期刊

32 2018
基于“OBE”理念的室内设计课程进阶式实训教学
改革探索——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环境设计专业

为例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8年11期 娄钢 其他期刊

33 2018
基于“OBE”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综合实习教学改
革思考——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环境设计专业为

例
美术教育研究 2018年15期 娄钢 其他期刊

34 2018 基于景观认知理论的《景观设计》教学实践 南方建筑 2018年01期 邱玲 其他期刊

35 2018 园林专业“草坪学”课程多层次教学的改革 文教资料 2018年26期 胡海燕 其他期刊

36 2018 园林树木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教育教学论坛 2018年16期 吉文丽 其他期刊

37 2018 基于设计表达综合训练的《园林设计初步》教改探
讨

教育教学论坛 2018年36期 穆艳 其他期刊

38 2018 思维导图对于学生知识的构建作用——以设计史
课程学习为例

美术教育研究 2018年04期 蔚一潇 其他期刊

 
2009-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览表

 

序号 立项
年份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备注 

1 2009 JY0902038 环境景观小品设计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陈敏 张瑞超 张顺   一般项目

2 2009 JY0902037 《立体构成》课程现代教学方法研究与探索 李志国 段渊古 曹宁 孙静  一般项目

3 2009 JY0902034 城市规划课程案例教学方法与模式研究 张刚 寇世强 冯静 郝伟 张果 一般项目

4 2011 JY1102042 林学类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管理改革与实践 成密红 李周岐 弓弼 王娟娟  一般项目

5 2011 JY1102044 园林设计课程案例教学方法与模式研究 李冬梅 杨祖山 樊俊喜 蒲亚锋 穆艳 一般项目



6 2011 JY1102045 以提高园林专业学生创新能力为导向的《观赏树
木学》课程的改革

刘雅莉 杜灵娟 赵妮   一般项目

7 2011 JY1102049 《园林美术—园林景观水彩手绘》课程教学研究
与探索

武冬梅 曹宁 兰青   一般项目

8 2013 JY1302039 沙盘与模型课程体系改革与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 李哲琳 陈敏 田永刚 兰青  艺术专项

9 2013 JY1302034 《环境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创新性研究与实践 李志国 段渊古 孙静 曹宁 刘媛 艺术专项

10 2013 JY1302037 设计类专业色彩课程的教学研究 兰青 段渊古 李哲琳 田永刚 刘媛 艺术专项

11 2015 JY1503018 “聚点成面▪以面拓展▪强化实践▪多样考核”—
《园林绿地规划设计》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洪波 屈永建 邱玲 李冬梅 樊俊喜 一般项目

12 2015 JY1504032 具有动物科技特色的《地被植物》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李厚华 张小莺 罗建让 赵冰  培育项目

13 2015 JY1504031 增强学生认知能力的园林树木学实践教学优化研
究

罗建让 刘雅莉 李厚华 赵冰 马凯恒 培育项目

14 2017 JY1703044 培养审美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我校设计类专业
《园林艺术》课程教学改革

冯静 张刚 穆艳 胡海燕 王开 培育项目

15 2017 JY1703048 园林专业《草坪学》课程多层次教学改革研究 胡海燕 弓弼 吉文丽 樊俊喜 史倩倩 培育项目

16 2017 JY1703052 景观疗愈在《环境心理学》课程中的实践教学模
式探索

李哲琳 杨雪 李侃侃 郭惠萍 赵燕婷 艺术专项

17 2017 JY1702013 基于协同教学理念的设计类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
实践

李志国 孙静 丁砚强 罗建让 樊俊喜 一般项目

18 2017 JY1703051 基于 OBE 理念的设计类课程教学应用与实践研
究

唐英 丁砚强 张顺 张瑞超 郝婕 艺术专项

19 2017 JY1703053 学科竞赛理念下农林院校版式设计课程创新模式
研究

张瑞超 娄钢 赵长江 史承勇 于瀚洋 艺术专项

20 2017 JY1702015 基于校企联合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实习改革研究 娄钢 段渊古 曹宁 史承勇  一般项目

21 2017 JY1702016 风景园林专业综合实习教学模式探索 穆艳 屈永建 杨祖山 高天 李冬梅 一般项目

22 2017 JY1702014 农林院校环境设计专业特色教学内涵与发展前景
研究

武冬梅 陈敏 李厚华 赵焱 赵燕婷 一般项目

23 2017 JY1703054 新形势下农林院校环境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改革探
索

杨雪 李哲琳 张新果 李群 武冬梅 艺术专项

24 2017 JY1703047 城市规划课程模块化研讨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刚 邱玲 冯静 王莉 郝伟 培育项目

25 2017 JY1703050 结合实地场景的环境雕塑实践教学创新应用研究 张顺 段渊古 曹宁 唐英  艺术专项

26 2017 JY1703046 基于有效教学理论的《中外园林史》课程教学模
式改革与实践

张新果 屈永建 高天 李冬梅 董亮 培育项目

 
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序号 获奖等级  成 果 名 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获奖年度



1
陕西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

农林学科优势下艺术设
计专业教学平台的建设

与研究
段渊古 曹  宁 李志国 陈敏 李冬梅   2013

2 校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

农林院校中艺术类专业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

建
段渊古 曹宁 娄钢 田永刚 史承勇 孙静 丁砚强 2015

3 校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突出专业特色的园林专
业教学综合改革

弓弼 吉文丽 陈永贵 赵冰 宋军阳   2015

4 校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基础、能力、创新——
以专业为导向的立体构
成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志国 段渊古 孙静 张顺    2015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一览表

 
序号 获奖年度 比赛名称 比赛级别 获奖等级 获奖教师

1 2014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一等奖 蔚一潇

2 2014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三等奖 李侃侃

3 2015年度 首届微课教学比赛 省级 二等奖 蔚一潇

4 2015年度 首届微课教学比赛 省级 三等奖 李侃侃

5 2015年度 首届微课教学比赛 校级 二等奖 孙静

6 2015年度 首届微课教学比赛 校级 课件制作奖 李志国

7 2015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三等奖 李侃侃

8 2017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一等奖 冯静

9 2017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二等奖 李侃侃

10 2018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三等奖 李冬梅

11 2018年度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校级 三等奖 罗建让

12 2018年度 课程思政教学能手 校级  李侃侃

13 2019年度 课程思政教学标兵 省级  李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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