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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师资队伍建设

4.1 学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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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师进修证明（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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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天佑教学讲坛及交流研讨

天 佑 名 师 讲 坛

同济大学国家教学名师蒋玉龙教授来学校讲学 国家级教学名师易思蓉教授来我校讲学

宁贵霞、丁南宏参加成都桥梁工程教学研讨会 沈阳教学研讨会听取吴建强教授成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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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贵霞参加 2017.5沈阳全国教育教学成果交流会和 2017.11汕头大学教学改革成果经验交流会

丁南宏参加成都桥梁工程教学研讨会 虞庐松、李海莲参加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峰会



97

4.4 教改论文（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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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产学研相结合实证材料

兰新高铁的施工现场

岩土工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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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学改革成果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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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教师荣誉证书（课题组）



107



108



109



110

附录 5 平台建设

5.1 实习实训平台

5.1.1产学研实践基地和国家级实践教育实践中心（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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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国家级实践教育实践中心挂牌和企业导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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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网络课程资源

5.2.1精品课程和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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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目录

课程名称 网址 主讲 备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186.html 杨小勇 同济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4195.html 刘书林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ttp://sns.icourses.cn/jpk/getCourseDetail.action?courseId=3169 冉绵惠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178.html 何云庵 西南交通大学

高等数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181.html 李雨生 同济大学

大学物理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182.html 顾牡 同济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4421.html 丁正生 西安科技大学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4202.html 王殿龙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测量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168.html 岑敏仪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地质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188.html 白志勇 西南交通大学

理论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990.html 李俊峰 清华大学

材料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918.html 张少实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结构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184.html 朱慈勉 同济大学

土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957.html 张丙印 清华大学

水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958.html 余锡平 清华大学

结构设计原理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6308.html 吴文清 东南大学

弹性力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991.html 冯西桥 清华大学

选线设计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164.html 易思蓉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工程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6400.html 季文玉 北京交通大学

隧道工程 http://course.jingpinke.com/details?uuid=8a833999-2031c13b-0120-31c13bbf-0217 彭立敏 中南大学

爆破工程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4086.html 王玉杰 武汉理工大学

路基路面工程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658.html 黄晓明 东南大学

工程项目管理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190.html 丁士昭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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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媒体平台

5.3.1企业网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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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QQ学习和指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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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行业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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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赞学网平台

赞学网官网 手机版

赞学网实现在线提交和批阅日志



129

5.3.5行业领域企业的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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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学生管理及育人体系

6.1 学生工作管理实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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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学科竞赛实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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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交流与素质拓展

校友返校座谈会

毕业班詹茅卓学生座谈会 毕业班推免研究生学生座谈会 毕业班学生干部座谈会

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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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lzjtu.edu.cn/xcw/UploadFiles/2015-09/admin/2015092516564156703.JPG
http://www2.lzjtu.edu.cn/xcw/UploadFiles/2015-09/admin/201509241136195486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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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学生竞赛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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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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