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学团队

(1)自动化教学团队











(2)“双师双能”教师







(3) 省级专业学术带头人



(4) 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序号 姓名 立项时间 培养期

1 程全 2013年 3年

2 刘琪 2014年 3年

3 刘晓青 2015年 3年

4 陈曦 2016年 3年

5 郭艳花 2017年 3年

6 周子昂 2017年 3年

7 刘玉春 2018年 3年

8 梁英波 2019年 3年

(5) 教师荣誉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教师荣誉统计表

（2016.1-2019.12）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教师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1
本科高校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创新大赛
陈曦 2019.11 特等奖 河南省教育厅

2 青年教师技能大奖赛

郭艳花 2017.12 二等奖

周口师范学院

陈曦

2019.11

一等奖

谷雨 二等奖

罗刘敏 三等奖

吴旷 三等奖

高珊 三等奖

王二垒 三等奖

3
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

师

周子昂

2018.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罗刘敏 校级

陈曦

郭艳花 2019.6 校级



4
学生最喜爱的教师

罗刘敏 2018.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郭艳花 2019.9

5 师德标兵
陈曦 2017.5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周子昂 2018.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6 优秀教育工作者
程全 2016.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郭艳花 2019.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7 优秀教案

贺娅莉 2017.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戴成梅 2018.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支联合 2017.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周永升 2018.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王明霞 2019.6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赵少华 2018.5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8 优秀教师

程全 2017.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郭艳花 2017.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周子昂 2017.9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9 河南省机器人大赛
程全 2016 厅级 河南省教育厅

贺娅莉 2017 厅级 河南省教育厅

10 青年教师粉笔字大赛

王二垒 2017.11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张松锋 2017.11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贺娅莉 2017.11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11 三下乡优秀指导教师 张奕恺 2018.11 部级 团中央

12 优秀教研室主任
郭艳花

2019.5 校级 周口师范学院
周小东



(6) 河南机器人竞赛优秀组织奖



2. 科研团队建设

序号 团队名称 研究方向 成员

1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

制团队

1.现代信号处理方向；

2.智能控制与工业应用
刘玉春、周子昂、贺娅莉

2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

技术团队

1.新材料制备与应用；

2.数字化设计技术；

3.先进制造技术。

金刚、周小东、张松锋鞥、王

强、谢娟娟、宣亚文

3
数据融合与先进控

制工程应用团队

1.嵌入式与机器人工程；

2.智能电力系统技术；

3.模式识别与数据融合理论

刘琪、刘晓青、郭艳花、王明

霞、罗刘敏

4 高压电气研究团队
1.高效电机的开发；

2.电力系统相关项目
程琳、陈曦、周永升

(1) 科研团队成果

科研团队论文一览表

（2017.9-2019.1）

序号 第一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论文集 发表时间 刊物级别 论文

收录

1 周子昂 非确知目标先验知识条件下MIMO

雷达稳健波形设计

现代电子技术 2017-09-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2 张成光 电化学射流加工的电场仿真及实验

研究

材料导报 2017-12-2

5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

刊,EI

EI

3 张松锋 高镍铬铸钢轧辊加工用聚晶立方氮

化硼刀片的制备与性能

机械工程材料 2017-12-2

0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4 张成光 KDP晶体无磨料潮解抛光技术研究 工具技术 2017-11-2

0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5 张松锋 切削淬硬钢用 PCBN复合片的合成

研究

工具技术 2017-11-2

0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6 程全 基于Mean Shift聚类的多级阈值化方

法

郑州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17-11-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7 郭艳花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air quality detection device based on

Arduino

Computational

and

Engineering

2017-10-1

6

国外期刊

8 田震 基于离散元法的螺旋滚筒装煤性能

研究

煤炭学报 2017-10-1

5

EI EI

9 周子昂 人工蜂群优化神经网络的无线传感

器节点定位

南京理工大学

学报

2017-08-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CSCD

10 张国庆 Study on Biocompatibility of CoCrMo

Alloy Parts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7-07-1

4

SCI SCI

11 刘晓青 四旋翼直升机的滑模控制研究 现代电子技术 2017-07-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12 贺娅莉 基于交替投影的MIMO雷达波形设

计

现代电子技术 2017-07-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13 刘玉春 Robust MIMO Radar Waveform

Design with Imperfect Prior

Knowledge of Targ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7-07-0

1

国外期刊



14 张国庆 Study on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CoCrMo Alloy Parts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

2017-05-1

1

SCI SCI

15 王二垒 Tunabl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er based on thermal

liquid-filled photonic crystal fiber

optik 2018-05-1

5

SCI SCI

16 程全 基于光纤传感器的角度测量系统研

发

激光杂志 2018-05-0

1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17 张国庆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Study of CoCrMo Porous Structure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

2018-04-1

3

SCI SCI

18 张成光 磨粒加工金属材料的去除机理及试

验研究

工具技术 2018-01-2

0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19 罗刘敏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小车控制系统设

计

仪表技术与传

感器

2018-01-1

5

2014版北

大中文核

心期刊

20 张国庆 热处理对激光选区熔化成型

CoCrMo 合金性能影响研究

红外与激光工

程

2018-01-0

1

EI EI

21 王强 自动导引（AGV）系统的设计 智能计算机与

应用

2018-12-2

8

CN

22 王二垒 Flattened and broadband mid- infrared

super- continuum generation in

As2Se3 based holey fiber

Optical and

Quantum

Electronics

2018-11-3

0

SCI

四区

23 程全 分块投影匹配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 红外与激光工

程

2018-10-0

3

EI

24 刘玉春 基于凸优化提高 MIMO- STAP 检

测性能的波形设计

火力与指挥控

制

2018-09-0

1

CSC

D



25 田震 多因素影响下的螺旋滚筒装煤性能

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18-08-3

1

中文核心

26 田震 影响螺旋滚筒装煤性能的因素分析 制造业自动化 2018-08-2

5

CSC

D

27 田震 离散元技术在螺旋滚筒装煤性能研

究中的应用

煤炭科学技术 2018-08-1

5

中文核心

28 刘玉春 提升空时自适应检测性能的多输入

多输出雷达稳健波形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

2018-08-1

0

EI

29 程全 基于遗传算法的温度 PID智能控制

系统设计

沈阳工业大学

学报

2018-07-1

6

EI

30 程全 多特征融合的车辆识别技术 红外与激光工

程

2018-07-0

4

EI

31 刘玉春 窄带无源雷达 OMP三维成像算法 电子测量与仪

器学报

2018-07-0

1

CSC

D

32 程全 基于遗传算法的温度 PID智能控制

系统设计

沈阳工业大学

学报

2018-07-1

6

EI

33 程全 多特征融合的车辆识别技术 红外与激光工

程

2018-07-0

4

EI

34 刘玉春 窄带无源雷达 OMP三维成像算法 电子测量与仪

器学报

2018-07-0

1

CSC

D

35 田震 采煤机截割部行星减速器可靠性分

析

工矿自动化 2019-04-3
0

2014 版

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

36 谷雨 高强 X90管线钢焊接热影响区脆化

及软化行为

金属热处理 2018-06-1

6

中文核心

37 张国庆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Properties of CoCrMo Alloy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

2018-04-1

1

SCI

四区



科研团队获奖统计表

（2017.9-2019.1）

序

号

第一

完成

人

成果名称
成果形

式
发证机关 获奖级别

获奖等

级
获奖日期

1
宣亚

文

基于 CoFe2-xCexO4

纳米晶粒的丙酮传感

器研究

论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省级奖 三等奖

2018-01-0

1

2
刘晓

青

DISCRETE SLIDING

MODE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REACHING

REGULARITY

论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地市级 二等奖

2018-01-0

1

3
刘玉

春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原

理及分析方法研究
专著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省级奖 三等奖

2018-01-0

1

4
刘玉

春

Robust multiple-input

multiple- output radar

waveform design in the

presence of clutter

论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省级奖 二等奖

2018-01-0

1

38 谷雨 Outstanding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sodium vanadium
phosphate cathode co-modified by
carbon-coating and titanium-doping
for Na-ion batteries

CERAMICS
INTERNATIONA
L

2019-06-1
5

SCI SCI

39 郭艳花 BaAl12O19:Eu2+ phosphors: Molten
salt flux synthesis and blue emission
with high color purity and excellently
thermal stability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2019-04-1
5

SCI SCI

40 贺娅莉 混合控制方法的三电平整流器 实验室研究与

探索

2019-04-1
5

2014 版

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

41 张廷忠 Numerical study of molten pool
dynamics and thus bur formation in
laser drilling of metal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2019-03-2
0

EI



5 刘琪

Research on Power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论文
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厅
省级奖 二等奖

2018-01-0

1

6
周小

东

Au纳米颗粒和 CdTe

量子点复合体系发光

增强和猝灭效应

论文
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厅
省级奖 二等奖

2018-01-0

1

科研团队专利统计表

（2017.9-2019.1）

号

第一发

明（设

计）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日期

1
刘玉春 一种双基雷达固定目标时域定位方法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2017/8/25

2
谢娟娟 一种六自由度机器人伸缩式手臂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2-01

3
谢娟娟

一种六自由度机器人具有散热功能的挂

线总成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2-01

4
谢娟娟 一种六自由度机器人轴关节散热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2-26

5
谢娟娟 一种多线切割工作液喷射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1-14

6
谢娟娟 一种线切割机穿线辅助夹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1-24

7
谢娟娟 一种单线切割给水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1-24

8
谢娟娟 一种快递分拣用六自由度机器人机械手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2/12

9
谢娟娟 一种不规则待切割件线切割夹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2-12

10
谢娟娟 一种不规则待切割件线切割夹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1-14

11
谢娟娟 一种楼道电梯安全保护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0-27

12
谢娟娟 一种伸缩式楼道电梯脚踏板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0-27

13
谢娟娟 一种用于楼道电梯的安全扶手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0-27



14
谢娟娟 一种新型顶挂式楼道电梯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0-27

15
谢娟娟 一种楼道电梯用防撞脚踏板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10-27

16
谢娟娟 一种工业机器人底座结构.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7-09-22

17
刘玉春 一种窄带被动雷达三维成像方法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208-05-01

18
金刚

基于“6次两段式缓和曲线”的铁路弯道

线路设计方法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208-01-09

19
周永升 一种新型位置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5-11

20
王明霞 载车板垂直升降下限位开关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4-10

21
谢娟娟 一种新型充电桩散热结构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5-29

22
谢娟娟 一种新能源汽车用热量管理电池盒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6-01

23
谢娟娟 一种充电桩埋地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6-05

24
谢娟娟 一种外圆磨床用快速定位装夹结构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5-29

25
谢娟娟 一种轴承磨床用双磨盘结构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5-29

26
谢娟娟 一种磨床用易更换磨块的磨盘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6-05

27
谢娟娟 一种轴承外圆磨床用夹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6-05

28
谢娟娟 一种立体仓库系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4-03

29
谢娟娟 一种循环悬挂式立体仓库货架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4-03

30
谢娟娟 一种移动式立体仓库系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4-03

31
谢娟娟 一种存储高度自由调节式立体仓库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2-27

32
谢娟娟 一种用于修剪锥面的修剪机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2-16

33
谢娟娟 一种带有夹持机构的高枝锯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1-09



34
谢娟娟 一种弧形的修剪机刀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1-09

35
谢娟娟 一种圆柱形绿化苗木修剪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1-09

36
谢娟娟

一种六自由度机器人空心轴电机用固线

板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8-02-02

(2) 在线开放课程

2019年度周口师范学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立项建设名单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负责人 团 队

成 员

1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 丁恩全 唐旭东、焦华丽、王 骞、刘 坤 、贾

海鹏

2 刑法总论 姜晓贞 刘长伟、李 丽、孙廷然、郭 佳 、高

启昌

3 英语发音进阶指导 郇怡斌 王轶普、郭晶晶、史 倩、张 博 、赵

若虚

4
美国现代主义短篇小说

赏析
侯 霞 余瑞瑞、孙胜忠、杜 艳、吕 艳、雷 超

5 大学物理 李韶峰
孙现科、理记涛、王宇杰、毛文娟、张云丽、

李晓莉

6 数字电子技术 张鸿辉 陈园园、姚 遥、朱欣颖、周虎成

11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设计 赵 宇 梁英波、徐尚中、申秋慧、周文刚

3. 项目化教学

(1) 项目化教学实施方案及结果

 《建筑设备自动化》课程项目化教学

一、项目化教学的实施背景和指导思想

项目化教学是目前应用本科教育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主要由内容、

活动、情境和结果四大要素组成。它以具体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驱



动：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

能。这对转变教师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主体能力本位，工学结合，实现

教学和学习模式的方向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具体到《建筑设备自动化》这门课程中，就是遵循“教学做”合一的

教学理念，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开展项目化教学，让学生以

小组形式进行情景模拟并直接参与项目过程当中，以多样化的解决问题和

完成任务的策略展示学习成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项目化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与通讯网络结构；建筑

设备自动化中的监控设备；空气处理设备的控制；集中空调冷热源与空调

水系统的监控；供热系统的控制与管理；其他建筑设备的监测与控制；住

宅小区智能化系统；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故障诊断；建筑设备自动化系

统的设计、施工与管理等等。

三、开展项目化教学具体实施

1.学生根据教师预先进行的教学内容划分，课前以小组形式（5-7人）

准备相关内容，并在课堂上演示讲解相关教学内容，讲解后交由教师点评，

由教师根据小组讲解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补充讲解，并由学生提出相关内

容的疑问，由小组与教师协同解答，并实施对小组及组员的交叉式评价（教

师对小组的评价，小组组员互评，小组之间的互评）

2.结合所需课程知识，设计一个具体项目-恒压供水监控系统

四、项目化教学的评估与考核方式

（一）教学效果评估

《建筑设备自动化》课程开展项目化教学对象为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

业学生，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设计能力、动手能力及团队合作，

使其具备完成真实的设计项目的能力，这种能力涵盖了项目设计的整个工

作过程。以实用、够用为原则，以真实工作过程为基点，以期取得较好的

教学成效。

（二）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这部分成绩计算在其他测评中，具体评分

（1）小组成绩（小组之间和教师评分采用此表）

（2）个人成绩（组员内评分）

A、B、C、D折合成百分制分别为为 100分、80分、60分、0分

该课程的项目考核成绩主要采用竞争机制实施，即小组间的项目

完成情况竞争，小组成员之间贡献度竞争，以避免评价中的和稀泥状

况。评价综合参考教师、学生意见，以讨论协调、少数服从多数为原

则。

（3）作品评分（百分制）

2.具体要求

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并具体完成一个项目。

指标 评价要点 满分 得分

课前准备 50% 准备是否充分 50

目标 20% 是否与任务要点一致 20

内容 20% 内容是否合理、充实；重点及难点是

否突出

20

讲解 10% 语言清晰、流畅 10

合计得分

等级 A B C D

说明

姓名

出色完成分担的任

务，起到了骨干作

用

能够参加并完

成自己分工的

任务

参加活动不

积极

没有

做任

何工

作



效果

《建筑设备自动化》课程项目化教学实践从根本上革新了传统教师满

堂灌的教学模式，以项目带动课程的开展，在保证教学目标实现的同时，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自学能力、项目实施能力、严谨工作态度

和团结协作精神，这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大有好处。

后来，调查学生对这项教学改革的意见，仅有 3分之 1的学生赞同项

目化教学改革。具体原因如下：这学期的课程安排比较满时间不够、课下

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组内成员打分时要顾及同学之间的情面等等。

 《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项目化教学

一、实施方案

经过 16周的学习，学生已经学习了变压器、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和直流电

机的工作原理、运行分析、工作特性和机械特性等基础知识。为了进一步加深对

各种电机的了解，丰富实践应用相关知识，同时激发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热情，

要求学生利用互联网查阅搜索电机的应用实例，认真研究电机在案例中的作用、

工作原理、工作特性，选择其中一例进行深入分析，利用自己所学的电机学理论

知识，研究该种电机在案例中所起的作用、工作特性、优点和缺点，针对缺点提

出自己的改进意见，要求学生以小论文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内容整理出来，最后将

全班同学的小论文收集上来，老师根据学生所提交的论文进行成绩评定，并将该

成绩计入该课程的平时成绩。该方案的实施时间大约 2周完成，19周前上交汇

总，并在最后一次课堂上进行反馈，表彰优秀学生。

二、教学效果

经过为期两周的资料查阅、总结分析案例及论文撰写，学生们对电机在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了解加深，认识到了电机在当今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明确

了《电机与拖动基础》这门课的学习价值，从而提高了学习兴趣。任课教师通过

与学生沟通了解到，课下学生间讨论增多，向老师提出的问题更有深度，显然是

经过思考的结果，促进了该门课程的学习。

 《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课程项目化教学



一、项目化教学背景

高等工科教育肩负着向特定的行业和岗位培养合格的第一线的操作技能型

的专门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的使命。《供配电技术》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性

较强的学科，是电类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则是《供

配电技术》课程的重要内容，照明线路是电工线路中的基础线路，也是最简单的

线路之一。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它能激发学生学习维修电工的兴趣，最主

要的是能把在学校学到的技能运用到生活中，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

由于诸多原因，目前高等工科学校学生普遍感到电气类课的理论知识较抽

象。对于如何应用所学的电工知识解决生产和生活的一些问题，更是感到茫然，

往往处于想学又怕学的矛盾心理状态。针对这种现状，教师应想方设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改变教学方法，探索具有职教特点的教学模式。因此人们更多地倾

向于采用项目教学法来培养职教学生的实践能力、社会能力及其他关键能力。

项目教学法是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将需要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完成的任务以项目的形式交给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以个人或小组工作方式，由学生自己按照实际工作的完整程序，共同制定计

划、共同或分工完成整个项目。项目教学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

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节

《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就采取了项目教学法 ，力求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

机地结合起来。

二、案例实录



项目实施流程

（1）确定项目

《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中照明线路有一套单独的工艺，若不学习则会造成

电工实习内容上的脱节。学生对家用照明电路感兴趣，也往往喜欢问些这方面的

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单相电在日常生活中天天用得到，包含照明、吊扇、配电等

的安装维修应该为人熟知、了解，并会日常维修，并且这知识不难，容易学会。

（2）项目分析：

电气类本科生虽然理论知识扎实，但是动手能力比较弱，项目实施从“低起

点”入手，首先选择效果明显的项目活动，初步学会剥线钳的使用，导线的连接

方法，三极插头、插座中的三个接线桩的位置等，为照明电路的安装打基础。然

后，在安装过程中，把某一项操作技能（即安装照明电路）分解为若干个技术点，

通过一个个技术点的传授，让学生学会该项操作技能的做法，最后组合起来，这

样就可以把一门复杂的技术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技术点，便于学生掌握。老师按

照节目标教学和考核，做到节节有成绩,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学期成绩评定。本课

程教学过程中，针对课程内容，分阶段选择七个小任务:

一是压接式接线、剥线钳的使用、剥线练习、制作校火灯头；

二是针孔式接线柱接线、剥线练习、安装三极插头、插座；

三是安装一灯一开关电路；

四是安装带熔断丝一灯一开关电路；



五是安装带插座的一灯一开关电路；

六是安装双连开关；

七是荧光灯电路的制作。

三、项目实施片段

任务六

安装具有两个熔断器、一个三眼插座的一灯一开关电路

A.课时建议：2课时

B.师生共同准备知识： 了解插座的种类，三眼插座的结构，设计带两个熔

断器、三眼插座的一灯一开关的电路图以及识读其安装布局设计图。

C.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

1.学生画出带熔断器一灯一开关的电路图

2.请学生介绍家里有多少电器，从而引出需要安装插座来解决。

说明：通过画带熔断器一灯一开关的电路图引入新课，既对上一节课的巩固，

又可以为新课学习打基础。

(二)任务构思设计

1.学生交流所设计的带有两个熔断器、一个三眼插座的一灯一开关的电路

图，讨论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2.识读安装布局设计图

说明：根据带熔断器一灯一开关的电路图，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熔断器、一

个三眼插座，学生很快就能够设计出来。

(三)实践操作：

1.根据安装布局设计图，在安装板上适当的位置、把灯座的圆木台、开关盒、

插座盒、熔断器底座用铅笔画出器件位置并暂时固定。

2.布线：

（1）将棕色、蓝色、黄绿色三根导线从插座盒穿入底板，棕、蓝色导线的

另一端从熔断器支架下方穿出。

（2）装入连接插座和开关盒的红线以及连接开关盒和灯座的黄线。

（3）装入连接插座盒和灯座的绿线。

强调一：设计图中开关和灯是串联关系，开关控制灯的开和关。



3.安装熔断器

（1）将两只熔断器装上支架。

（2）分别接入棕、蓝色导线。

4.安装插座

（1）红色与棕色线接入相线接线孔（L）

（2）绿色与蓝色线接入插座零线接线孔（N）

（3）黄绿色接入插座的接地线孔（E）

（4）固定插座

强调二：电源火线与零线先进插座，开关火线及灯座的零线要由插座引出。

注意：(1)三眼插座的三眼中，除了两眼分别是火线、零线外，还有一眼是

接地线，连接时接地线绝对不可连错。

(2)目前家庭用电中，往往采用三眼带有两眼的插座，接线时根据三眼插座

来连接即可，三眼与两眼间的连线在内部已完成。

5.安装开关

（1）红线接入开关接线柱孔（L）

（2）黄线接入开关接线柱孔（L1）

（3）固定开关

6.安装灯座

（1）黄线接入与灯座中心弹簧片相连的接线柱。

（2）绿线接入与螺纹圈相连的接线柱。

（3）固定灯座。

7.接入电源线

（1）电源线穿入底板边沿的小孔。

（2）棕色（L）、蓝色（N）线向上穿过底板。

（3）棕色（L）、蓝色（N）线接入熔断器。

（4）将底板反面导线整理平直，利用接线排连接两根黄绿色导线。

8.安装灯泡

检查接线无误后，旋上灯泡。

经教师同意后，通电试用。

(四)评价与拓展：



1.组织学生进行作品的展示

2.学生互相检查、评议后，填评议表。

3.师生共同总结：在操作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个步骤难度最大？你是怎样完

成的。

四、案例分析

应用项目教学法进行《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教学后，由静态安装变动态安

装——也就是说由模仿实习变为自行设计。对于一些不难的实习内容，充分发挥

每位学生的创造性，让他们自行设计线路。老师不轻易否定学生设计的线路，只

是不合理的地方给予纠正，正确的地方给予肯定。这样学生积极性才会提高。在

学生熟悉线路的基础上，设置故障让学生排查，分析巩固并加深实习内容。通电

演示，这种方法往往是有效的也是学生愿意看到的。在学生看来这样会有成就感，

有利于实习教学。本次项目有以下收获：

1.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动手操作的时间比以前要长了许多。学生们的动手能

力大大加强了。

2.学生反映在学校能够比以前学到更多实用的知识。

以往的教学主要以理论授课为主，学科分散，学生们感觉学的课程很多，但

实际应用起来却不知所措。通过《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的学习，学生们可以将

以前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学会了如何将“死”的理论知识“活”用于实际应用

中，做到了活学活用，学生们也感到在学校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3.学生们的上课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上课的内容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以任务作为驱动，让学生们通过较少

的理论知识学习，通过自己查找资料和思考，发现和解决问题，学习乐趣增加了。

激发学生学习维修电工的兴趣，最主要的是能把在学校学到的技能运用到生活

中，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

五、案例反思

1.项目教学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保证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

叶圣陶说：“教是为了不教”。项目教学通过具体的项目或明确的任务引领

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的活动中，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习活动中学生通过工作任务

自主建构知识与技能，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的知识和能

力，提高了职业综合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提高了学生交际交往的能力，培



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些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与职业素

养都是持续发展和终身学习的坚实基础。

2.项目教学要正确把握教师的引导作用

项目教学中教师起到了引导作用。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学习活动的参

与者。项目课程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课程体系，将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进行了重新

建构，甚至出现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交叉。另一方面学生已习惯了传统

的学习方式，对自主学习方式陌生，势必产生不适应性。所以学生没有一定的知

识和技能储备，没有教师引导、参与及合作，完全意义上的自主自学是不现实的。

教师主要的作用是引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练习为主线”，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真正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成为学习的主人。

另外，项目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由于采取分组协

作学习的方式，其分组的原则、组员搭配、内容分工等方面直接影响到实施的效

果。有些学生往往存在依赖思想，无所事事。因此必须分工明确，推行“一帮一”

的措施，对部分学生及时帮助纠正，提高教学质量。

3.适当评价，让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

项目完成后的总结评估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对实施项目教学法教

学的更进一步完善、充实和提高。通过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及教师的评价总

结，使学生找到自己理论及操作技巧上的不足，以及在项目活动实施过程的最大

收获与体会。让学生在自己的成果中体验学习和成功的快乐。

总之，采用项目教学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利

于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书本的理论知识，更使学生懂得怎样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

与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项目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实施

过程中更体现了高等工科教育的特点与特征，是促进高等工科学校学生全面发展

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越来越得到工科教育界的普遍重视。

温家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工科的

重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技能人才。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我们每

一位电气专业教师都希望，我们送出去的电气专业的学生，都能从事相关专业的

工作，成为企业受欢迎的人才，更要把我们的电气专业推向精品专业的高峰。

(2) 项目化设计大赛成果

 设计组实物组获奖名单



周口师范学院第一届“科创杯”项目化设计大赛设计组•实物组获奖名单

队名 姓名
学院/专业

学号 指导老师

获奖等

级

小老大

队

李岗威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90036
吴旷、王

二垒
一等奖郭佳豪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60

付羽佳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73

中心二

队

张福增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01
刘思邦、

王涛
一等奖任锐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5170015

郑思敏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050072

对不队

赵定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38

田震 一等奖牛雍丹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49

贾嘉曦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21

悟梦队

潘轶昂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57

二等奖李东瑾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5170001

陈 博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09

3AM

谢森阁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73

二等奖贾鑫鹏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72

张 浩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45

凌云队

李阳博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90007

二等奖邢泽铭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80007

元瑞丰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90031

雷霆风

暴

孙豪迈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10

二等奖赵屹鑫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80046

杨东利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81

幸运星

之队

董凤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5170040
二等奖

代锋琪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36

勇闯巅 欧珍丽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77 二等奖



峰队

决赛准

备队

郝行行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16

二等奖吴金梅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13160147

潘瑞瑞 生命科学与农学学院 201707080017

蔚来队 江豪门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190067 三等奖

智联

蔡玉满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32

徐启远 三等奖闫双玉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67

赵永超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80027

主旋律

李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34

王二垒 三等奖陈欢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90047

宋佳音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90014

五叶草

秦焕奇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4070004

贾艳芬 三等奖
张梦欣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24

李拼拼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56

赵鑫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06

创新队

王洋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60010

三等奖
从雯雯 外国语学院 201703010084

贾冉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6

段亚柯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37

Infinite

Possibilit

es

陈铨斌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010086
三等奖

李波涛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010082

开拓者

张赏赏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01

赵劼 三等奖钱颖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02

杨淑琴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03

南风祈
邓晨晨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200012

优秀奖

南帅英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200026



孙超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200013

马陆一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010053

优秀奖

杜开禧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010088

朱银平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30

梁才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14

孟凡涛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26

辜毓森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190070

赵骞 优秀奖张通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190024

梁雨欢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190016

实习小

中队

刘耀鸿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70033

优秀奖邱振宇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70089

马孟磊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170031

心梦无

痕

靳若彤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10044

陈圆圆 优秀奖王群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10008

赵秋华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10028

电气-梦

之队

王博昭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80041
优秀奖

郝浩然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80029

电气-蓝

之队

赵强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80024
优秀奖

尚浩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80051

星梦队

余海保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10

优秀奖张含笑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42

刘俊霞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30026

创新突

击队

关晓鹏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90005

优秀奖周璐璐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90033

王泽华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31

Mlxg
应程健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79

优秀奖

田野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24



 设计组仿真组获奖名单

周口师范学院第一届“科创杯”项目化设计大赛设计组•仿真组获奖名单

队名 姓名 学院/专业 学号 指导老师

获奖等

级

对不队

赵定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38

田震 一等奖牛雍丹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49

贾嘉曦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21

码出未

来

于碧波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3

王琪 二等奖魏文静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40

韩祥华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67

任豪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010021

卓越家

杨嘉豪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12

赵劼 优秀奖周嘉露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04

赵星懿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050074

E队

黄蒋斌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050070

优秀奖何小龙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050064

李涉骞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050079

刘定高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816200018 优秀奖

马桑哦

哈哟

黄逸清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15

优秀奖肖梦臣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17

楚红伟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51

杨龙威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29
优秀奖

范帅毅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57

殷燕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30027
优秀奖

董庆楠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30028

中心一

队

王亮旭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805190043
秦钢、刘

思邦
优秀奖梅译丹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5170059

张慧晶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705170021



智慧联

盟

张洪博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80

田震 二等奖刘宇坤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70011

杨毅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16190054

new

翟俊武 网络工程学院 201617010012

王伟 三等奖李紫雨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49

李奔奔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12

幸运星

之队

代锋琪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36
三等奖

董凤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5170040

上一对

郑丽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06

三等奖武彤彤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07

杨潇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01

无间队

曹海涛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74
陈立勇，任

国恒
优秀奖乔一宸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45

董雷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17

软件队
赵文清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5060064

郭丽萍 优秀奖
党青霞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5060063

创造 e01

田淑雅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03

优秀奖王凯歌 网络工程学院 201608090049

张曦燕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10

追光队

廖雨鑫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45

优秀奖李龙江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18

王海燕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16170054

机器豆 李南松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05190023 优秀奖

摸鱼划

水队

高国强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5

优秀奖赵可新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04

陈锐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23

 策划组获奖名单

周口师范学院第一届“科创杯”项目化设计大赛策划组获奖名单

队名 姓名 学院/专业 学号 指导老师

获奖等

级

食派-蔬菜 林景斌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13010058 朱俊伟、张 一等奖



资源优化

配置

勇郭佳林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13010051

王世尚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13110076

胡雅芸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08

码出未来

魏文静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40

一等奖
于碧波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3

任家乐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

院
201805010023

春江水暖

鸭先知

张鹏飞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09

二等奖
刘芝妍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70038

曹晗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04

孔令豪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10020

勇往直前

苗笑笑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28

二等奖王海慧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2

贾冉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56

Dream同

路人

刘静冉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48

二等奖
王聪敏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46

李亚宁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25

周娜娜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40

不想起名

字

赵焕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14

三等奖伊念念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73

张雪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26

飓风队

王海燕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201716170054

三等奖马晨曦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201716170061

穆秋香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201716170035

追求卓越 靳若彤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

院
201805010044 三等奖

尝试中成

长

郭静雯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13110132
三等奖

李雪梅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13110103



梁玉凤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13110129

最强大脑

队

田淑雅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03

三等奖赵可新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20004

金旭昊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11

胜利队

王腾飞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75

陈立勇 三等奖
艾年辛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51

张月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61

王俊燕 网络工程学院 201717030005



4. 进修培训

(1)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统计表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教师外出培训及参会一览表（2017.9-2019.7）

序

号
会议名称 参会教师 时间 举办单位

1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

赛总结会议

郭艳花、贺娅莉、

王明霞、赵少华

2017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组委会

2
第二十八届电路与系统学术年

会

程全、王明霞

周子昂、梁英波

2017 中国电子学会电路

与系统分会

3
2017上科大器件电路与系统高

端研讨会

程全、周子昂 2017 上海科技大学

4
中国电子学会第二十三届青年

学术年会

刘琪、贺娅莉 2017 中国电子学会

5 实验室建设培训 郭艳花，王明霞 2017 浙江求是有限公司

6

2016新版定额解读、工程承发

包合同相关问题解析

程哲铭 2017.9 河南省高等教育基

本建设学会

7
河南省本科高校新入职教师省

培示范性项目第一期培训班

周小宇、谷雨、

田震、张国庆
2017.9

河南省本科高校新

入职教师省培示范

性项目第一期培训

班

8
到宁波、武汉等地考查实习基

地

程全、张成光、

李晋
2018.4

9
“融合创新 加快一流课程与

教材建设”研讨会

郭艳花、戴成梅、

许彩云、罗刘敏
201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高等基建基础知识培训 程哲铭 2018.5 河南省高等教育基

本建设学会

11
“高校一流本科与新工科建设

专题研讨会”

周子昂、张松峰、

罗刘敏、郭艳花
2018.7 青岛大学



12
河南省本科高校新入职教师省

培示范性项目第二期培训班

赵少华、吴旷、

张奕恺
2018.7

河南省本科高校新

入职教师省培示范

性项目第二期培训

班

13 贵州等地辅导员培训 杨志涛、张奕恺 2018.8

14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 金刚 2018.9

15

第二届教育部教育在线研究中

心智慧教学研讨会暨 2018雨课

堂峰会

郭艳花、王二垒、

王明霞、周小东
2018.9 学堂在线

16
参加第二届教育部在线教育研

究中心智慧教学研讨会

罗刘敏、郭艳花、

周小东等 5人
2018.9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

究中心

17
第十一届等离子体科学与应用

国际会议

郭艳花、周小东、

劳晓东、徐启远
2018.10

亚非等离子体培训

协会

18 河南省高校电子设计交流会
周子昂、郭艳花、

赵少华、王二垒
2018.11 河南省电子协会

19
郑州参加 2018河南省电子设计

竞赛指导教师培训

罗刘敏、吴旷、

赵少华等共 6人
2018.11 河南省电子学会

20 河南省电子设计竞赛培训会议
刘伟、罗刘敏、

王明霞等 4人
2018.11

21 学校外出交流 支联合、范玉峰 2019.3 深圳大学、湖南大学

22

2019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指

导教师赛前培训暨电子信息类

专业课程改革与创新研讨会

罗刘敏、郭艳花、

贺娅莉、周子昂、

田震

2019.4 中国电子教育学会

23

2019年（合肥）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指导教师赛前培训暨电

子信息类专业课改

郭艳花、罗刘敏、

王明霞、周子昂
2019.4 中国电子协会

24
到中达等企业谈合作交流以及

看望实习学生
程全、杨志涛 2019.5



25
参加全国产教融合交流会（武

昌）
李晋、王强 2019.5

26
参加理学课程深度培训会（重

庆）
周小东、莫振伟 2019.5

27
带领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机械

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武汉）
田震、高珊 2019.5



(2) 国外进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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