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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研究立项及结题 13 项 

1.01. 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能动类大学生科研创新实

验教学体系机制建立与探索实践”,省教育厅,2007-2009.（结题） 

1.02.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多层次、多模式的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教学内容体系构建与实践”,哈工大,2009-2013.（结题） 

1.03. 热能动力类技术基础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教育部，谈和平，王洪

杰，姜宝成等，2009年.（已验收）  

1.04.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黑龙江省，2009年.（结题） 

1.05.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教育部，姜宝成负责实验教学建

设，2010-2012年，75万元.（已验收） 

1.06. 哈工大 985三期高水平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能源学院现代热物理测量技

术实验教学平台建设”，哈工大，姜宝成等,2010-2013 年，100万元.（已

验收） 

1.07. 热能与动力工程国防重点专业专项建设经费，工信部，姜宝成负责实验

教学建设，2011年.200万元.（已验收） 

1.08. 哈工大能源动力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哈工大 985 配套，王洪杰、姜

宝成等，2013-2015年.70万元.（已验收） 

1.09. 哈工大能源动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哈工大 985 配套，王

洪杰、姜宝成等，2013-2015 年.33万元.（已验收） 

1.10.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网络的能源动力类实验课程教学

平台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翟明、董芃、姜宝成、何玉荣、王丽，

2013-2015 年.（结题） 

1.11.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能源动力类创新研修课程建设”，黑

龙江省教育厅，刘辉、王洪杰、高继慧、赵义军、赵广播，2014年.（结

题） 

1.12. 哈工大《传热学》SPOC 课程建设，哈工大,阮立明，齐宏等，2015年. （结

题） 

1.13. 哈工大能源动力基础实验教学建设，哈工大 985，姜宝成、黄怡珉、刘

彬，2015 年，31万元.（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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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1. 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能动类大学生科研创新

实验教学体系机制建立与探索实践”,省教育厅,2007-2009.（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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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2.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多层次、多模式的本科生科研创新能

力培养教学内容体系构建与实践”,哈工大,2009-2013.（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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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3. 热能动力类技术基础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教育部，谈和平，王

洪杰，姜宝成等，2009 年. （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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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4.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黑龙江省，2009 年.（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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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5.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教育部，2010-2012 年，75 万

元.（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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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6. 哈工大 985 三期高水平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能源学院现代热物理测

量技术实验教学平台建设”，哈工大，姜宝成等,2010-2013 年，100
万元.（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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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7. 热能与动力工程国防重点专业专项建设经费，工信部，姜宝成负责实

验教学建设，2011 年.200 万元.（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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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8. 哈工大能源动力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信部，王洪杰、姜宝成、

刘占生，2013-2015 年.70 万元.（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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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9. 哈工大能源动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哈工大 985，王洪

杰、姜宝成、严利明，2013-2015 年.33 万元.（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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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0.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网络的能源动力类实验课程教

学平台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翟明、董芃、姜宝成、何玉荣、王

丽，2013-2015 年.（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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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能源动力类创新研修课程建设”，黑
龙江省教育厅，刘辉、王洪杰、高继慧、赵义军、赵广播，2014 年.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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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2. 哈工大《传热学》SPOC 课程建设，哈工大,齐宏（排序 2），2015 年.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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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3. 哈工大能源动力基础实验教学建设，哈工大 985，姜宝成、黄怡珉、

刘彬，2015 年，31 万元.（结题） 

 

  



46 

2.教学研究论文 18 篇 

2.01. 姜宝成，谈和平．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回顾与思考．2009年黑龙江省高

教学会论文集，2009． 

2.02. 姜宝成,黄怡珉,陈浮 等．依托学科知识，构建实验教学新体系．实验技

术与管理,2009,11期.  

2.03. 姜宝成,谈和平,齐宏．依托科研资源,着重能力培养,建设国家精品课

程．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论文集，获优秀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证书编

号：09003，2009.  

2.04. 谭羽非,姜宝成,赵金辉．科研与教学结合 构建“菜单式”实践教学立体

训练体系．继续教育研究,2010.8. 

2.05. 刘辉,王洪杰．热能动力类技术基础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中国

电力教育．2013年 2期.  

2.06. 翟明，何玉荣，姜宝成 等．能源动力类试验课程网络教学平台构建．2013

第三届高等教育理工类课程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13: 978-981. 

2.07. 何玉荣,李炳熙,赵军明 等．基于项目学习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思

考．黑龙江教育，2013.3：13-15.  

2.08. 刘全忠，王洪杰．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 32(12): 40-42． 

2.09. 齐宏,牛春洋,阮立明 等．不透明材料波段法向发射率在线测量方法研

究．实验技术与管理，2014，31(12)：33-37. 

2.10. 帅永,夏新林,谈和平．热环境控制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国科教创新导

刊, 2014，1：98-99. 

2.11. 李小斌，李凤臣，姜宝成 等．基于创新意识培养的流体力学实验教学探

索．中国电力教育．2014, 310, 119-121.  

2.12. 刘全忠，王洪杰，姜宝成 等．工程流体力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的实

践．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 

2.13. 刘辉，高继慧，王洪杰 等．引入发明专利分析助推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

升．中国电力教育，2016年 5期.62-64.  

2.14. 刘彬，姜宝成，黄怡珉 等．能源动力类创新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体系

化建设．提升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实证研究，2016 年. 

2.15. 李小斌，刘全忠，苏文涛 等．流体力学多尺度创新实验课的教学实

践． 2016 年教育部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能

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改革会议，中国沈阳，2016 年 5 月.（已被《高等工

程教育研究》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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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温风波,刘栗，姜宝成．专业课程创新研讨式教学模式研究．2017 中国

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教学研讨会，2017年. 

2.17. 刘辉．哈工大能源动力类创新研修课探索与实践．2017中国机械工业教

育协会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教学研讨会，2017年. 

2.18. 姜宝成，温风波．依托学科优势，注重能力培养，创新能源动力专业实

验教学体系．2017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教学研讨

会，2017年. 

2.19. 翟明，何玉荣，姜宝成 等．能源动力大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建设．实验

室研究与探索，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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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 姜宝成，谈和平．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回顾与思考．2009 年黑龙江

省高教学会论文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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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 姜宝成,黄怡珉,陈浮,谭羽非,谈和平．依托学科知识，构建实验教学新

体系．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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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3. 姜宝成,谈和平,齐宏．依托科研资源,着重能力培养,建设国家精品课

程．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论文集，获优秀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证
书编号：09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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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4. 谭羽非,姜宝成,赵金辉．科研与教学结合 构建“菜单式”实践教学立体

训练体系．继续教育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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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5. 刘辉,王洪杰．热能动力类技术基础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中
国电力教育．2013 年 2 期. 

 



62 

 



63 

 



64 

附件2-06. 翟明，何玉荣，姜宝成，董芃，王丽．能源动力类试验课程网络教学

平台构建．2013 第三届高等教育理工类课程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13: 
97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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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7. 何玉荣,李炳熙,赵军明,姜宝成,黄怡珉．基于项目学习的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思考．黑龙江教育，2013.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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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8. 刘全忠，王洪杰．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 32(12):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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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9. 齐宏,牛春洋,阮立明,姜宝成,王洪杰．不透明材料波段法向发射率在线

测量方法研究．实验技术与管理，2014，31(12)：33-37. 

 



74 

 



75 

 



76 

附件2-10. 帅永,夏新林,谈和平．热环境控制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国科教创新

导刊, 2014，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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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1. 李小斌，李凤臣，姜宝成，蔡伟华．基于创新意识培养的流体力学实

验教学探索．中国电力教育．2014, 310, 119-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