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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论审视与实践反思 李小平 （１）
!!!!!!

新工科背景下人工智能领域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门志国，李　超，高　伟 （８）
!!!!!!!!!!!!!!!

高校教师准聘长聘制度的内涵要义、现实考量与机制建构

———基于 “双一流”Ｂ大学的个案分析 黄小宾 （１３）
!!!!!

敏捷型新工科建设研究 胡文龙 （２０）
!!!!!!!!!!!!!!

深度课堂观察下教学质量促进的督导新模式

涂亚庆，何　滔，郑应生，等 （２５）
!!!!!!!!!!!!

【大家研究】

彪炳史册的计算数学大师冯康 朱亚宗 （３０）
!!!!!!!!!!!

【在线教育】

军事职业教育ＭＯＯＣ教学设计：理论框架与例证分析

赵继勇，蒲　涛，李建华，等 （３９）
!!!!!!!!!!!!

教学转场：高校在线教学场域冲突及其调适

付达杰，唐　琳 （４５）
!!!!!!!!!!!!!!!!!!

基于教学重组理论和ＰＤＣＡ的高校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以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为例

洪文霞，赵德凤，鹿　乘 （５１）
!!!!!!!!!!!!!!

【比较教育】

法军院校教育体系及其质量保障研究 李　菁，范玉芳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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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

———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的进展、案例和启示

薛博文 （６５）
!!!!!!!!!!!!!!!!!!!!!!

多伦多大学运用 “教学广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经验与启示

陈　荣，林玉亮，李小红，等 （７５）
!!!!!!!!!!!!

【课程思政】

基于课程思政的 “军事运筹学”教学改革

卢厚清，刘华丽，屠义强，等 （８１）
!!!!!!!!!!!!

军队工科院校实践类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探索

———以 “装备维护实习”课程为例

郭　赞，常　飞，杜金强，等 （８６）
!!!!!!!!!!!!

军队院校 “课程军政”的创新探索

———以 “高等数学”课程为例

毛自森，王保华，周　雷 （９０）
!!!!!!!!!!!!!!

【教学论坛】

ＳＴＥＭ教育理念下 “军事需求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徐成涛，张晓雪，陈　涛，等 （９８）
!!!!!!!!!!!!

混合教学模式下的 “产出导向法”有效性研究 封　宇 （１０５）
!!!

知识素质能力一体的天文通识教育教学模式

杨希祥，郑　伟，王奕迪 （１０９）
!!!!!!!!!!!!!!

强军新工科视域下的军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试验评估技术－风洞）”为例

刘双科，叶益聪，李宇杰，等 （１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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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Ｉ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１）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ＮＺｈｉＧｕｏ，ＬＩＣｈａｏ，ＧＡＯＷｅｉ（８）
!!!!!!!

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 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ｂｉｎ（１３）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ＵＷｅｎｌｏｎｇ（２０）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ｅｐ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ＵＹａｑｉｎｇ，ＨＥＴａｏ，ＺＨＥＮＧ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５）
!!!!!!!!!!!!!!!!!!!!!!!

ＦｅｎｇＫａｎｇ，ａＧｒｅａｔ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ＺＨＵＹａｚｏｎｇ（３０）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

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ＡＯＪｉｙｏｎｇ，ＰＵＴａｏ，ＬＩＪ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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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ｌｅｎ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ＤＣ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ＺＨＡＯＤｅｆｅｎｇ，ＬＵＣｈｅｎｇ（５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ＩＪｉｎｇ，ＦＡＮＹｕｆａｎｇ（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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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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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ＬＩＮＹ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７５）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ＵＨｏｕｑｉｎｇ，ＬＩＵＨｕａｌｉ，ＴＵＹｉ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８１）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ＧＵＯＺ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ｅｉ，ＤＵＪｉ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８６）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ＭＡＯＺｉｓｅｎ，ＷＡＮＧＢａｏｈｕａ，ＺＨＯＵＬｅｉ（９０）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Ｅ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ＸＵＣｈｅ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ｕｅ，ＣＨＥＮＴａｏ，ｅｔａｌ（９８）
!!!!!!!!!!!!!!!!!!!!!!

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ＥＮＧＹｕ（１０５）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ＹＡＮＧＸ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Ｙｉｄｉ（１０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ｍ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ＬＩＵＳｈｕａｎｇｋｅ，ＹＥＹｉｃｏｎｇ，ＬＩＹ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１１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