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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教材与论文清单 

教材（指导书）一览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时  间 备  注 

1 机械工程项目实践教程 2015 年 科学出版社 

2 口腔种植中的数字化技术 2015 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3 机械产品清洁度概论 2015 年 机械工业出版社 

4 离心泵设计实用技术/主编 2015 年 机械工业出版社 

5 浆液泵设计实用技术 2016 年 机械工业出版社 

6 机械设计竞赛与指导 2014 年 科学出版社 

7 现代数控技术与装备 2014 年 科学出版社 

8 机械工程导论 2014 年 科学出版社 

9 先进制造技术 2013 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 金属切削带锯床设计理论与方法 2013 年 科学出版社 

11 应用电化学基础 2013 年 化学工业出版社 

12 材料力学 2012 年 科学出版社 

13 图学原理与工程制图教程 2012 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14 图学原理与工程制图教程习题集 2012 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15 工程训练实训教程 2012 科学出版社 

16 机电一体化控制技术与系统 2009 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17 机电系统及生产过程自动化实验指导书 2014 年 自编 

18 可编程控制器 PLC 实验指导书 2014 年 自编 

19 自动控制原理实验指导书 2014 年 自编 

20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实验指导书 2013 年 自编 

21 形体测绘建模与设计实践指导书 2013 年 自编 

22 材料力学实验指导书 2012 年 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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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论文一览表 

年份 题目 出版社 

2017 年 
基于 PBL 的工科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以

“工程创新设计方法学”课程教学为例 
高教论坛 

2017 年 
基于 OBE 理念的工科人才领导力培养研究

————以工程创新设计方法学课程为例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年 基于工程项目的力学实验教学及平台建设 教育进展 

2017 年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课程设置 

第十五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化学

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大学生创业教育探索 

第十五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化学

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基于 CDIO 架构和 OBE 理念的课程教学方法

改革研究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 年 
基于 SPOC 的地方高校“工程热力学”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 年 
International student-oriented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drawing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017 年 高校青年教师关于教学的几点思考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年 
面向亚非留学生的机械原理英文课程建设与

教学实践 
高等理科教育 

2017 年 
基于 BOPPPS 理念的工程专业课教学改革探

析—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 年 OBE 工程教育模式下慧鱼实验改革初探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年 
高校工科类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查与实施策

略探索 
教育界 

   

2016 年 创新能力驱动的机械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6 年 
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虚拟实验教学改革

——以《微机械设计与制造》课程为例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 年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工程创新设计课程教学模

式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 年 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的机械类实验教学改革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5 年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育自主转型探索 高教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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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教学改革问题的研究

及未来趋势 
课程教育研究 

2015 年 
基于有效教学的工程热力学课堂教学改革探

讨 
教育学文摘 

2015 年 
信息时代高等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通讯作者 

第十四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化学

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edical techniques o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educaion of stomatolog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aceutical Research 

2015 年 
Teaching Model Reform and Practice of
Distribution Center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Asia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2014 年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edical techniques o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014 年 
基于工程项目的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实训模式研究 
教育教学论坛 

2014 年 
Investigations of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moral mechanism based on united training of
heteronomy and self-discipline modes 

Advances in Education 
Research 

2014 年 以小微企业为导向的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刍议 高教与经济 

2014 年 高校转型驱动下青年教师培养优化策略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 年 
引导学生改造实验室设备和开发实验室项目

的实践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4 年 
Bilingual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cas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4 年 
Bilingual teaching in university should act as a
final 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hain in China  Applied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013 年 
Intelligent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modeling
and a method to optimize study strtegies  for
parallel robot instruc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2013 年 基于 CDIO 大学生创新团队实践探索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 年 
教学与科研互动培养化机类创新人才模式的

探索 

第十三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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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计算流体力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 
第十三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 

2013 年 产学研结合实战型毕业设计模式探索 
第十三届全国高等学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与

科研校际交流会论文集 

2012 年 机械工程 CDIO 实验室建设与研究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2 年 
Intelligent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modeling
and a method to optimize study strategies for
parallel robot instruc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2012 年 基于协同理论的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探索  中国大学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