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国家级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申请书 

 

推 荐 单 位 ：        甘 肃 省 教 育 厅           

学 校 名 称 ：       兰 州 交 通 大 学            

中 心 名 称 ：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实 验 教 学 中 心    

中 心 网 址 ：     w w w . lz j t u .ed u .cn / cs l ab      

中心联系电话：   09 31- 49385 06， 138 936 26406      

中心通讯地址：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安 宁 西 路 88 号      

             兰 州 交 通 大 学 电 信 学 院 407#     

申 报 日 期 ：     20 07 年 7 月 1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填写说明 

 

1．申请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2．“中心工作职责”是指在中心承担的具体教学和管理任务。 

3．兼职人员是指编制不在中心，但在中心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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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教学中心总体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所属学科名称 计算机科学 

隶属部门／管理部门 兰州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成立时间 1982 

中心建设 

发展历程 

1、1982 年成立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成立于 1982 年，直属原兰州铁道学院电机系(现电子

与信息工程学院管理)，通过校、院两级管理的模式和相应的体制改革,实验

室建设与改革实现了三个目标： 

（1）打破“小而全”的实验模式，建成规模大、功能强的实验室； 

（2）资源整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 

（3）人员素质从而进一步得到提高。 

我校组建计算机基础实验室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基础教学,特别是实验教

学，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在教学层面上，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创建

了集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实验体制。在学校支持下，实验

室工作人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思想，对实验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与实

践。 

2、1998 年首批通过了甘肃省基础实验室合格评估 

该室以优异的成绩于 1998 年通过了甘肃省基础实验室合格评估。省级

评估推动了实验室建设、队伍建设、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管理改革。 

3、2003 年成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随着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将计算机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嵌入式系

统、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计算机工业控制、EDA/DSP 技术、微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 9 个实验室于 2003 年合并，形成了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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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学科为核心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承担了全校信息

技术相关课程的本科生、研究生实验教学任务，承担了 20 门课程的实验，

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层次结构的实践教学新体系，使实验室的功

能进一步扩展，形成了跨院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实验和科研实验综合

性平台。 

4、2005 年被学校批准为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3-2004 年学校用日元贷款专项经费 624 万元购置了实验教学仪器

和设备，同时实验中心的面积和规模得到扩展，中心目前拥有设备总值 2180

万元，实验教学使用面积 4655 平方米。实验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

拥有精良的硬件设备与齐全先进的软件，全中心实现了多媒体与网络化教

学，实现了网络化管理。中心实验室全方位开放，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平

台。实验中心队伍由教授、高工、博士、硕士等组成，形成了一个师资力量

强，实验体系完善，管理规范，教学手段先进，环境优雅，集实验、实习、

科技创新为一体的教学实体。2005 年被学校批准为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５、200６年被评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甘肃省教育厅和兰州交通大学拨专项资金，严格按照“高等学校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对中心进行共建，进一步提升了中心对全省计算机实

验教学的示范作用。 

６、依托重点学科建设，推动实验中心发展 

依托我校的“计算机应用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3 个省级重点学科，“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博士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2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计算机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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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程硕士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发

展。 

目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实验教学团

队，实验设备精良，实验内容先进，实验方法和手段现代化，建立了全开放

的教学模式与丰富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心正以一流的实验环境、一流的教改

成果，一流的教学与管理手段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中

心

主

任 

姓    名 党建武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5 民族 汉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位 博士 毕业院校 西南交通大学 

通讯地址 兰州交通大学电信学院 407# 邮    编 730070 

电子邮箱 dangjw@mail.lzjtu.cn 联系电话 0931-4938616 

mailto:dangjw@mail.lzjt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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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中心的实验教学安排、实验教学改革、实验内容与手段改进、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等工作； 

2、全面负责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与工作目标； 

3、负责中青年教师的进修、讲课、指导等工作； 

4、负责“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的博士点建设和“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学科的硕士点建设，制定培养方案； 

5、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 

6、重大问题报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并执行委员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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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 

主要经历 

1986 年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的第一线。现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

及整体规划与建设。 

 

近年来，培养博士生 3 名，研究生 30 余名，主持研究科研项目 20 余项，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8 项，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学术著作 9 部。 

 

主讲本科生课程：人工智能实验、软件工程实验、软件技术基础实验。 

主讲研究生课程：神经网络理论与实践、智能控制系统、高级人工智能理

论及应用、可视编程技术、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理论、软件开发与测试。 

 

现主持的科研项目： 

 基于分散自律控制的铁路调度指挥管理系统 ,中日国际合作项目 , 

2005-2007 

 重离子三维肿瘤细胞病灶定位医疗系统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2006-2007 

 铁路运输计划及调度信息综合技术与软件 ,甘肃省科技攻关项目 , 

2004-2007 

 

主要的荣誉称号： 

1996 年获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 

1997 年获铁道部科技拔尖人才称号； 

1997 年获甘肃省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称号； 

1998 年获甘肃省跨世纪学科学术带头人称号； 

2001 年获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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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2004 年获中国铁道学会铁道装备学科带头人称号；  

2005 年入选甘肃省学术技术带头人“333 科技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2005 年入选甘肃省“555 创新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2005 年聘为甘肃省特聘科技专家； 

2006 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科技进步奖： 

 模糊神经计算机理的基础及应用研究,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 年 

 基于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理论及应用研究, 甘

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 年 

 基于智能的信号设备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甘肃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2003 年 

 神经网络在铁路运输现代化中的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4

年 

 模糊神经网络在高速列车安全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 年 

 神经网络智能控制系统,兰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 年 

 ATM 交换机性能分析及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6 年 

 

论文：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 Neural Networks using 

Subtractive Clustering Algorithm, The 6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2006 

 An Efficient Method on a polynomial Time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the 

TSP,ICIC 2005 

 New Evolutionary Genetic Algorithms for China Traveling Sal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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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专著与教材： 

 《神经网络技术》,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 年 

 《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管理信息系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离散数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管理信息系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 

 《人工智能》,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神经网络理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软件技术基础》,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专业英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 

 《软件工程》，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软件技术基础》,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模糊控制技术》，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年 

  

教学成果 

 主持“信息工程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1999 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持“信息类专业创新型人才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2007 年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持“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2001 年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持“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教育方案的改革与实践”   

—2003 年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参与“面向 WTO 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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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人员 

 
正高

级 
副高级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总人

数 

平均 

年龄 

人数 8 17 7 3 12 11 12 0 

35 38 占总人数

比例 
23% 48% 20% 9% 34% 32% 34% 0% 

教学简况 
实验课程数   实验项目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20 185 49 12600 103.5 万 

环境条件 
实验用房使用面积（M2） 设备台件数 设备总值（万元） 设备完好率 

4655 2367 2180 98%以上 

教材建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种） 

主编 参编 

12 18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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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经

费投入数    

额来源主

要投向 

教学设备投入： 

兰州交通大学历年来重视实验教学基本建设，近五年来，学校加大对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的投入力度，建设投资 1523 万元，同时，多方筹集资金进行设备

更新。近几年教学实验投入如下： 

（1）学校日元贷款 624 万元（2003-2004 年）用于实验室设备添置和更新 

（2）学校配套设备 110 万元（2004-2005 年）用于增加及更新实验设备 

（3）财政部与地方共建 300 万元（2005 年至今）用于增加及更新实验设备 

（4）学校建设联想深腾 1800 机群系统 80 万元（2004 年） 

（5）学校建设甘肃省计算机网络监测中心 294 万元（2003 年-2006 年） 

（6）实验教学软件投入 115 万元（2003 年-2007 年） 

 

近五年新增总计：1523 万元人民币 

主要投向：本科生教学实验设备（含软件研发）：1200 万元 

          仪器维护与材料消耗：80 万元 

          科技创新基地：195 万元 

          科技项目开发：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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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中心人员 

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１、荣获 4 项省级和部级教学成果奖，12 项厅级和市、校级教学成果奖 

省级和部级教学成果奖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计算机系列课程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3 

加强计算机创新基地建设、培养大学生

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5 

具有铁路特色的信息类专业教学体系

和实验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5 

CAD/CAM 教学体系的创新研究及实践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5 

构建下一代网络实验大平台的研究与

实践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3 

教育厅、市、校级教学成果奖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面向 WTO 软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教育厅级教学成果奖 2003 

现代计算机通信工程学科建设及远程教

学探索的改革与实践 

教育厅级教学成果奖 2003 

电子信息技术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研

究与实践 

教育厅级教学成果奖 2005 

大学计算机公共课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

的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3 

适应信息时代要求，深入开展计算机类课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3 

信息类学科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3 

重构非信息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5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培养及教育方案的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3 

计算机控制类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3 

信息类专业创新型人才综合能力与素质

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校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2007 

以“计算机应用技术”省级重点学科为依

托，推动计算机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与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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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电子设计与制作创新教育基地建设及电

子技术课程群创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3 

EDA 技术及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3 

计算机专业创新教育、教学的研究和探索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5 

深化《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改

革，加强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5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5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系列化立体化教材建

设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7 

以开展学科竞赛为契机，全面培养学生的

实践与创新能力 

校级二等教学成果奖 2007 

2、省级重点课程群 

中心承担建设 2 个省级重点课程群：软件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3、校级重点课程群 

中心承担建设 4 个校级重点课程群：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

和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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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模糊神经计算机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 

基于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故障

诊断专家系统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 

铁路车站全电子化模块高原适应性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4 

网络化电子引导系统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4 

神经网络在铁路运输现代化中的应用研

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4 

模糊神经网络在高速列车安全控制中的

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 

基于智能的信号设备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的研究与开发 

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3 

铁路设备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3 

信号设备故障微机辅助诊断系统 甘肃省高校科技进步三

等奖 

2002 

基于 WEB 技术的图书馆公共公务网模型

研究 

甘肃省高校科技进步三

等奖 

2004 

铁路车站全电子化智能化控制系统模块

的研究与转化 

通过甘肃省电子信息办

验收 

2004 

全电子化计算机联锁系统 甘肃省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 

2002 

铁路车站智能化控制成套设备及嵌入式

软件开发与应用 

信息产业部优秀项目奖 2005 

DLZ 系列大型快速等离子轰击清洁设备

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6 

嵌入式互联网接口模块 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2004 

短波无线电数字化侦查、控制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2006 

综合大楼数据通信传输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2001 

ATM 交换机性能分析及应用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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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荣获 18 项省级、部级科研成果奖 

4、近几年在国内外主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教改论文（共 85 篇），其中

一级期刊和国际会议有 53 篇，二级期刊和国内会议有 30 篇 

（参见附录一） 

5、获得专利 12 项 

 

序

号 

专利名称 类型 公开号 

1 数字化相敏轨道电路接收装置 发明专利 CN1588475 

2 铁路车站信号应急连锁系统 发明专利 CN1580960 

3 真空镀膜工艺过程的自动化检测方

法 

发明专利 CN1632162 

4 一种真空镀膜组态工艺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 CN1632163 

5 控制、监督、监测一体化的铁路信

号基础设备电子控制装置 

发明专利 CN1676390 

6 铁路信号基础设备的“逻辑与”控制

装置 

发明专利 CN1677288 

7 基于嵌入式的直流电动转辙机控制

装置 

发明专利 CN1738184 

8 采用微控制器控制的电子过流保护

装置 

发明专利 CN1738125 

9 真空硅管计算机控制保护装置 实用新型 ZL200520055965.2 

10 一种真空镀膜机测控装置 实用新型 ZL200420055926.2 

11 扩散泵加热器自动保护装置 实用新型 CN2783683 

12 真空镀膜机的自适应控制抽气系统 实用新型 CN276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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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简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位 

中心

职务 

专业

技术

职务 

所属二

级学科 

中心

工作

年限 

中心工作职责 

是

否

专

职 

兼职人

员所在

单位、部

门 

1  党建武 男 

196

3.05 

博士 主任 教授 

计算机

应用 

12 负责全面工作 是  

2  郑丽英 女 

195

7.05 

学士 副主任 教授 

计算机

应用 

25 

实验教学安排、

管理 

是  

3  谢彦峰 男 

195

1.07 

大学 副主任 高工 

计算机

应用 

25 

实验室开放、校

内实习安排 

是  

4  李玉龙 男 

196

0.06 

学士 
课程

组长 
教授 

计算机

应用 

10 实验教学 是  

5  蒋光前 男 

195

3.11 

大学 
课程

组长 
高工 

计算机

应用 

26 

设备管理与教

学 

是  

6  屈洪 男 

196

2．

05 

学士 
课程

组长 
高工 

计算机

应用 

18 

计算机网络教

学 

是  

7  吴辰文 男 

196

4.04 

硕士 

课程

组长 

正高

工 

计算机

应用 

10 

计算机网络实

验教学 

是  

8  伍忠东 男 

196

8.07 

博士 
课程

组长 
教授 

计算机

软件与

理论 

10 

嵌入式系统及

DSP 实验与开

发 

是  

9  董海鹰 男 

196

6.04 

博士 
课程

组长 
教授 

计算机

应用 
12 

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实验教

学 

是  

196 计算机 软件工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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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简表（续）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位 

中心

职务 

专业

技术

职务 

所属二

级学科 

中心

工作

年限 

中心工作职责 

是

否

专

职 

兼职人

员所在

单位、部

门 

17  李  秦 女 

196

5.08 

硕士  高工 

计算机

软件 

10 

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 

是  

18  严天峰 男 
197

3.09 
学士  

副教

授 

通信工

程 
10 

单片计原理及

应用实验教学 
是  

19  闫光辉 男 
197

1.04 
博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8 
数据结构与算

法实验教学 
是  

20  张学军 男 
197

9.02 
硕士  

工程

师 

计算机

软件与

理论 

5 

计算机组成实

验教学 

是  

21  李启南 男 
196

8.03 
学士  

工程

师 

计算机

应用 

12 

嵌入式系统实

验教学 

是  

22  王小鹏 男 
196

9.05 
博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5 

嵌入式系统及

DSP 实验与开

发 

是  

23  黎  扬 男 

196

8．

02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软件 

10 

实验教学及管

理 

是  

24  杨景玉 男 
197

8.02 
硕士  

工程

师 

计算机

应用 

6 

操作系统实验

教学 

是  

25  

司徒国

强 

男 

196

5.12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10 

软件工程实验

教学 

是  

26  杜永文 男 

197

博士  讲师 

计算机

软件与 2 

嵌入式系统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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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简表（续）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位 

中心

职务 

专业

技术

职务 

所属二

级学科 

中心

工作

年限 

中心工作职责 

是

否

专

职 

兼职人

员所在

单位、部

门 

33  
王坚生 男 

196

2.08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12 
程序设计实验

教学 
是  

34  
王阳萍 女 

197

3.02 
博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软件与

理论 

5 

程序设计实验

教学 

是  

35  
赵庶绪 男 

197

6.05 
博士  讲师 

计算机

软件与

理论 

4 

计算机组成实

验教学 

是  

36  宋晓宇 女 

196

9.07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8 

计算机图形学

实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37  兰丽 女 

198

0.04 

在读

硕士 

 助教 

计算机

应用 

5 

数据结构与算

法实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38  武晓丽 女 

195

3.4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20 

计算机控制实

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39  刘荣诊 男 

196

8.08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6 

计算机控制实

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40  张丽萍 男 

196

8.01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6 

软件工程实验

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41  刘欣 男 

197

4.07 

学士  讲师 

计算机

应用 

9 

程序设计实验

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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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简表（续）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位 

中心

职务 

专业

技术

职务 

所属二

级学科 

中心

工作

年限 

中心工作职责 

是

否

专

职 

兼职人

员所在

单位、部

门 

49  陈占林 男 

197

4.04 

硕士  讲师 

电路与

系统 

2 

微机原理实验

教学、工艺实习 

兼 

电信学

院 

50  杜丽霞 女 
196

8.12 
硕士  

副教

授 

电路与

系统 
9 

电子技术与微

机原理实验教

学 

兼 

电信学

院 

51  李积英 女 

197

6.08 

硕士  讲师 

电路与

系统 

6 

电子技术实验

教学微机原理

实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52  张志斌 男 
198

2.12 
学士  助教 

计算机

应用 

1 

数据结构与算

法实验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53  吴六爱 男 

197

0.06 

硕士  

副教

授 

计算机

应用 

6 

软件工程实验

教学 

兼 

电信学

院 

54  胡亚琦 男 

196

4.10 

硕士  

副教

授 

电路与

系统 

10 

EDA/DSP实验

教学、创新实

践、实习 

兼 

电信学

院 

55  范多旺 男 

195

5.03 

大学  教授 

控制理

论与控

制工程 

20 

计算机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 

兼 

光电重

点实验

室主任 

56  逯  迈 男 

196

8.12 

博士  教授 

电路与

系统 

6 

计算机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

任 

兼 

光电重

点实验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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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教学 

2-1．实验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学校实验教学相关政策，实验教学定位及规划，实验教

学改革思路及方案等） 

 

实验教学随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验证性实验教学与理论课

的附属地位，逐步形成适应学科发展自成系统的、完整的课程体系，成为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实验中心在正确认识实验教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性的基础上，经过长期

的建设和提高逐步形成了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理念和顺应学科发展需求的改革思路。 

1、学校教学指导思想明确，重视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兰州交通大学是以工科为主，工、理、经、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校

立足甘肃、面向全国，服务交通。建校 49 年来，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工科特色，

一直将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的水平与学校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联系起来，始终把实验

教学作为整个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教学在贯彻素质教育、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过程中，通过实验教学可以加深对理论和工程设计的理解，引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验教学所起的作用是理论教学所不能代替

的。2002 年学校召开了实验教学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加强实验室建设，深化实验教学改

革的实施意见》，同年，各教学单位根据学校“关于开展创新教育的实施意见”，将学生的实践能

力与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培养计划的始终，制订了本科各专业的“创新教育与实践能力培

养实施方案”，明确了新时期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改革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及相应的措施。 

(1)增加投入，加强实验室、校内实习基地、创新教育基地建设 

2000 年学校筹资 600 万元用于实验室教学设备，2003 年争取到专项日元贷款 624 万元，

主要用于基础实验室建设；2004-2005 年投入配套设备和专用设备费 110 万元；2005 年甘肃

省与财政部共建投入 300 万元，用于实验室设备更新改造。 

(2)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构建实验教学新体系 

随着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深化改革，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更新，根据不

同专业的培养目标，遵循连续性、层次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原则，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

了分层次培养、因材施教的实验教学人才培养新体系。加大独立设置实验课的力度，凡是实

验课时大于 16 学时的课程，均设置单独的实验课。 

(3)全方位开展实验教学改革工作,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实验室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有目的地向学生开放，组织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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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或组织学生进行课外科技活动，吸收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及时更新实验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增加设计型、综合型实验的比例，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以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4)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从事科研与创新活动的文件 

学校制定了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及创新学分管理办法、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教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实施意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办法、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鼓励学生从事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政策措施。

设立了第二课堂创新教育必修学分，把学生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2、实验教学定位与规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根据学校《关于加强计算机教育的若干意见》及《关于

实施创新教育工程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基本要

求，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以能力培养为

核心的实验教学观念，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建设现代

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仪器设备先进、资源共享、开放服务的实验教学

环境，建立现代化的高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全面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努力探索计算机实验教

学的新途径。 

（1）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不仅加强理论教学队伍的建设，同时注重实验教学队伍

建设，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高水平教师参加实验教学工作；注意加强实验管理队伍建设，

提高实验管理队伍的素质；加大实验教学的研究投入，更新观念、不断完善实验教学的管理

体系、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自我发展机制。 

（2）优化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从人才培养体系整体出发，面向学生建立以能力培养为

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科学系统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在实验教学中积极开展因材施教、分

级教学，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关注个性培养，拓宽知识结构。 

（3）加强实验教学改革。积极推动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按照“课堂结构

优化”思路，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加强“做中学”及“学中做”等实践环节，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及现代化实验教学技术和手段，改造传统的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技术方法，加强

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提高网络模拟实验的数量与质量，积极开展计算机教育第二

课堂。积极推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 

（4）加强实验教学考核办法的改革。建立适应学生能力培养，积极探索多元化实验考

核方法，激励学生成为基本知识、实验基本技能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研究

制订支持学生参加教师科研课题、参加社会服务的相关政策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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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教学改革思路与方案 

坚持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以能力培养为核

心的实验教学观念，不断创新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层次

分明、结构科学合理的计算机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满足现代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实验教学队

伍，在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技术、实验手段上不断创新，建设仪器设备先进、资源共享、开放

服务的实验教学环境，建立现代化的高效运行的管理机制，激励学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主动

性，全面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1）按照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实验教学管理办法，加强实验室和实验教学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重组、优化配置、资源共享，使设备的利用率达到 98%。通

过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和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建设一支思想觉悟高、爱岗敬业、业务水平

过硬的实验教学队伍。以课程小组为单位组织实验教学，设计实验项目，进一步拓展综合型、

设计型、创新型实验项目，促进实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2）实验中心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式管理。构建开放式的创新实验平台。增加开放

实验内容，积极营造学生自主实验，自主学习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学生自行设计实验、参与教

师科研课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良好的实验教学信息平台和丰富的实验教学资源。实现

网上辅助教学和网络化、智能化管理。建立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和提高学生能力的有效管理机

制。 

（3）坚持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合理调整实验学时占课程学时的比例。根据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的要求，重新审定本科实验教学大纲，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加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

学的有机融合。 

（4）坚持“教考分离，机试为主”，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基于网络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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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系统。 

（5）进一步提高公共机房上机环境，不断完善《微机组装实验室》、《计算机网络技术实

验室》的硬件环境与实验条件，组建大学生“软件研发与培训”基地。 

 

2-2．实验教学总体情况（实验中心面向学科专业名称及学生数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承担全校信息、电子、控制、电气类与非电类共 49 个相

关专业的实验教学任务，年均上机人数 12600 人，每年完成实验任务 103.5 万人时数。中心目

前拥有计算机基础、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组成、工业控制计算机、软件工程、微

机原理与接口技术、EDA/DSP 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 9 个实验室；拥有一个大学生信息

技术创新实验基地，负责全校学生信息学科相关的创新活动；承担硕士生课程计算机通信与网

络理论、计算机测控技术与应用、神经网络与模式识别、算法设计与分析、特种数据库技术与

应用、计算电路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等 12 门课程的教学实验任务。 

 

具体实验教学任务见下表： 

1、本科生教学 

（1）计算机文化基础 

涵盖专业：电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 

自动化学院：自动化、自动控制、电气工程等 

机电学院：测控技术、热能与动力、机械设计自动化、机车车辆等 

运输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交通工程、包装工程、交通运输等 

环境学院：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建筑环境等 

土木学院：铁通工程、桥梁工程、建筑工程、地下工程、工程管理等 

数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地理信息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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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学院：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广告学、艺术设计 

经管学院：会计、国际贸易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学生人数：每年约 4500 余人 

（2）计算机网络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学生人数：每年约 1000 人 

（3）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 

学生人数：每年约 1000 人 

（4）操作系统原理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地理信息系统、电子科学与

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学生人数：每年约 500 人 

（5）计算机通信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生人数：每年约 850 人 

（6）DSP 技术实验 

涵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生人数：每年约 850 人 

（7）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机械设计自动化 

学生人数：每年约 1200 人 

（8）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涵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测控技术、机械设计自动化 

学生人数：每年约 1000 人 

（9）数据结构与算法 

涵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地理信息系统、 

学生人数：每年约 800 人 

（10）软件技术基础 

涵盖专业：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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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每年约 600 人 

（11）多媒体技术基础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交通工程、包装工程、信息与计算

科学、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工程、自动控制等 

学生人数：每年约 1200 人 

（12）计算机程序设计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商务、软件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测控技术、土

木工程等 

学生人数：每年约 3000 人 

（13）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 

学生人数：每年约 1200 人 

（14）JAVA 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学生人数：每年约 400 人 

（15）嵌入式系统应用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机械设计与自动化等 

学生人数：每年约 1000 人 

（16）Delphi 程序设计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人数：每年约 300 人 

（17）Visual C++案例开发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人数：每年约 1000 人 

（18）计算机测控实验 

涵盖专业：通信工程、自动控制、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机车车

量、机械设计自动化等 

学生人数：每年约 800 人 

（19）计算机组成原理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人数：每年约 300 人 

（20）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涵盖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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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每年约 300 人 

（21）开放式创新实验（每周一、三、五下午，节假日全天） 

涵盖全校学生每年约 1500 人 

2、研究生教学 

（1）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理论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2）DSP 技术与实验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3）EDA 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4）ARM 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5）计算机测控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6）神经网络与模式识别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7）算法设计与分析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8）特种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9）计算电路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10）嵌入式系统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11）现代控制理论 

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12）现代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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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专业：全校研究生 

学生人数：每年约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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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实验教学体系与内容（实验教学体系建设，实验课程、实验项目名称及综合性、设

计性、创新性实验所占比例，实验教学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结合情况等） 

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树立“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求实创新，综

合培养”的教育理念，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模块化创新能力培养新体系，即：(1)基础内容实

验模块（以掌握基本实验技能为基础）、（2）设计与综合型实验（以掌握设计性实验为主体）、

（3）研究与创新型实验（以研究创新能力培养为目的）、（4）科技开发与工程素质培训（结

合工程实际课题进行开发研究为目标）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对学生能力在不同阶段分层次递

进式培养，因材施教，注重基础，强调能力，在全体学生能力普遍提高的前提下，择优拔尖

培养，推进分层次递进式的人才能力培养方案。该实验平台突出能力培养，将创新教育贯彻

在大学教育的始终。并密切跟踪社会对人才需求动向，始终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为动力，

培养多才能，高水平、强技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1、实施层次化教学 

当前，科技发展的新特点表现为各学科广泛交叉，相互渗透。学科之间的边缘越来越模糊。

我们综合考虑信息类课程特点，分四个层次实施层次化，使学生能力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层次

的培养目标，因材施教，消除优秀生“吃不饱”，少数学生“吃不了”的现象。 

（1）基础实验模块 

实验内容：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软件技术基础、计

算机网络等课程的相关内容。 

实验目标：覆盖课程中的重要知识点，主要为学生基本功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验任务：1.掌握基本实验方法 

2.常用设备的使用及基本案例的编程 

3.提高软件开发和硬件操作技能 

4.提高编程及程序调试能力 

5.掌握实验报告的撰写规范 

（2）应用系统设计与综合性实验模块 

实验内容：包括数据结构与算法、Delphi 程序设计实验、Visual C++案例开发实验、数据

库原理与应用、微机原理与接口实验等相关内容。 

实验目标：该部分实验全部为设计型与综合型实验。通过系统设计与综合性实验，使学生

了解一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并学习本学科的

先进技术与相关软件，提高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方案更趋于从细到粗的

原则，由学生学会自己拟订实验技术方案到自行组织完成实验。 

实验任务：1.教师选择合适的题目，学生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自行完成设计（计算）、开发、

调试、结果分析 

2.了解、熟悉提交合理的设计实验报告的完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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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与开发实验模块 

实验内容：包括 DSP 技术实验、计算机通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多媒体技术基础。 

实验目标：该部分是对本科生的高级工程训练，结合工程和科研实际，深入了解工程应用

的基本思维方法，跟踪技术前沿。对所学的科学体系知识进行全面的应用，加

强对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实验任务：1.学生自己选题，论证方案，设计软硬件，构建实验平台，独立完成科技制作

的全过程（教师只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实验室提供设备与场所） 

2.完成各类竞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仿真竞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

赛，电子设计大赛）的培训工作。 

基础实验、应用系统设计与综合型实验 、创新与开发实验和校内计算机创新基地与科技

创新工程培训要求所有信息类专业学生都要完成，扩大了学生的受益面，增强了学生设计与综

合能力的训练力度。部分有创新意识的优秀学生选做其它创新与开发实验，为学有余力的学生

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在体系上，力求构建一个有宽度（实验内容丰富）、有厚度（基础实验

和综合实验）、有尖峰（学有余力的学生创新高度）的多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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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课程与改革 

实验内容改革是实验改革的核心，我们的采取以下措施：① 根据学科发展,不断更新实验

项目,近 4 年更新或开出新实验项目 62 项,占总项目的 34%；② 中心承担的实验课时与理论课

时的比例为 86%； ③ 近 4 年实验项目更新率平均每年 8%。④ 实验项目分必做（经典为主），

选做（扩展），科技开发（现代为主），所有实验项目以菜单形式呈现给学生，由学生自主选择，

满足不同学生需要，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 

中心开设的实验项目见附录二。 

3、中心各实验室承担实验项目情况 

实验室名称 
实验项目

数 

综合型、设计

型实验项目数 

综合型、设计型实

验所占百分比 

实验项目 

总课时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68 17 25% 166 

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26 16 62% 52 

EDA/DSP 技术与应用实验

室 
14 11 79% 28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室 12 4 33% 24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室 8 4 50% 16 

软件工程实验室 19 11 58% 56 

嵌入式系统应用实验室 8 5 63% 16 

计算机工业控制实验室 19 10 53% 40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室 11 5 45% 24 

合  计 185 83 45% 422 

注：课外实验课时与课内实验课时比例 1:1 

4、实验教学与科研、工程应用与社会实践结合情况 

  （1）依托我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实现了教学与科研有效结合 

实验教学根据学校学科发展的需要，瞄准学科发展的前沿，充分发挥高校学、研、产“一

条龙 ”的综合优势，从根本上解决学有所用、学有所长，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受教育者的科学

素质。中心在实验教学与科研工程应用中，依托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光电技术与智能控制”和三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将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联合培养。经过计算机创新基地培训，

重点实验室四个创新平台（1.高性能计算平台 2.铁路智能控制技术研究与系统集成平台 3.专用

激光/光电测量控制技术系统集成平台 4.激光快速成型平台）的科研锻炼，形成原始创新→成果

转化→产业化的完整体系，实现了学、研、产无缝连接，取得了最优的科技创新效益。近四年

科研经费突破四千万，成果转让与产业化累计上缴税金近四百万元。 

 由党建武主持的“基于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故障诊断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02

年被兰州铁路局采用，解决了信号设备的故障分析处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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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党建武主持的“模糊神经网络在高速列车安全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2004 年应用于铁道

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郑州铁路局，解决了铁路高速重载中的若干信息处理问题。 

 由范多旺主持的“铁路车站全电子智能化控制系统”，2001 年 8 月被青藏线试验段采用，解

决了国家项目中重大科技难题。 

 由郑丽英主持的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多 agent 实时嵌入式系统”，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直接经济效益 10 万元/年。 

 由严天峰主持的“365 工程”2005 年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在研资金 1000 万元，

用于军队电子对抗中。 

（2）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情况 

 与台湾凌阳单片机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中，

由于开发了凌阳单片机，得到该公司的奖励（奖金 5000 元），在凌阳单片机网站上登出获

奖师生照片，1 名获奖学生被该公司录用。与台湾该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已得到

了他们的技术支持（筹建了单片机实验室）。 

 与东软公司联合共同培养软件开发专业人才。 

（3）扩大设计应用能力，创建创新基地 

以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为出发点，构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为大学生创新活动

提供了平台。在此平台上通过大学生设计与制作，对新技术的学习与开发，工程实践能力等的

培养，形成了一个在大学期间，由学生从自主实验→小产品组装→科技制作→小型科研课题研究

→参加校﹑省﹑全国各种竞赛的创新教育的全过程。并促使大学生创新活动规范化、系统化、普及

化。将科技创新基地变为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孵化基地。 

学校为基地一期投入学生立项研发基金 20 万元，新工艺实验室投入 18 万元，工程实践培

训基地每年投资元器件和材料费 5-8 万元，学院每年投资 1-2 万元，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 

2-4．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实验技术、方法、手段，实验考核方法等） 

1、采用全方位的开放实验教学模式，实验内容采用菜单方式开放 

（1）实验采用选课系统，拓宽实验的时空概念 

自主开发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包括中心介绍、课程建设、硬件平台、

师资队伍、创新实践、软件下载与上传等功能,为校内外、省内外高校的学生与同行提供了交流

的平台。 

实验采用选课系统，在开学 2 周内公布实验项目与指导教师名单，学生可根据教学进展及

个人情况，合理安排自己的实验时间和实验项目，在任何终端可登陆我们的网站向实验室提前

预约。实验室的选课实现了实验教学的主体从教师向学生的转变，学生可以自主支配时间，自

主选择实验，拓宽实验的时空概念，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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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内容采用菜单式方式开放 

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实验项目分为必做内容、选做内容、开放内容。必做与选做内

容属于实验教学计划内，在实验计划外，实验内容进一步开放。开放的形式是将所有项目列成

菜单，在网上公布，学生将感兴趣的项目以选菜单的形式填报申请单，经教师同意，教务处备

案，便可进行，他们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最后完成实验，提交报告。这种完全开放

的实验环境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可根据学科方向在选够实验学分后充分利用菜单提供的项

目自助实验，较早进入小型课题的研究。 

（3）学生自主选择实验项目 

鼓励大学生自主提出课题项目，向实验中心、校团委或校外有关企业申请立项资助，如参

加台湾凌阳芯片的应用研究。自选课题尽量以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研究小组，除研究项目与产品

制作，还可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担任教师的科研助手。 

2、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确保每一位学生创新的闪光点，激发他们的创新兴趣，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培养出合格人才。“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教师要有创新意

识”，因此在实验教学组织中，我们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通过

这些训练，使学生具备独力思考，独力操作，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教师精讲、学生多练，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与独立思考意识 

实验前的讲解，我们立足于讲难点，讲新知识，少而精，让学生有更多的思考机会。并放

手让学生独立完成实验，遇到问题时，教师再加以适当指导，增加了学生独立思考与动手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2）采用设置疑点进行启发式教学，开展课堂讨论，培养探索进取精神 

实验过程中，教师提出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设置一些疑点，或现象分析、问题式教学，

开展课堂讨论，有意识培养其探索精神。我们深信：疑点是创新的起点。创新始于问题，源于

实践。 

（3）学会归纳总结，提高思维能力 

实验后，通过对得到的数据与结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而寻求事物的内部规律并总结新观点。

实践证明，知识越丰富，技巧越高超，思维时路子就越宽、越灵活，判断力也就越强、越精确。

同时在要求学生做实验报告时，提出对实验手段改进的建议，以及学生主动分析问题，主动查

找相关资料和开拓思路的能力，并不断提高综合归纳和表述能力。 

实践证明，在实验教学过程中，采用以上三种教学方式，可使学生逐步深入进去，既培养

了探索的热情与兴趣，又使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3、采用先进的实验技术平台与软硬件相结合的方式，将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相结合， 

为了保证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间有限的条件下，除学习经典课程外，还要适应科技发展，了

解发展的前沿以及本学科的最新技术，拓宽知识面。中心介绍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建立了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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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将内容既先进又丰富的软硬件结合起来介绍给学

生，实现了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的相结合。 

4、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多媒体教学 

在计算机实验教学中，我们引入了苏亚星多媒体教学软件，教师可进行教学软件演示，学

生可进行电子举手，教师网上监控解答等，很方便的进行教学实验指导。“大学计算机文化基础”、

“C 语言”等均采用多媒体教学，计算机组成原理和微机接口技术中采用多媒体教学课件素材库。

充分利用电化教学手段（如投影器，大屏幕，音响与功放，视展平台等）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加大信息量，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5、制定网上实验室的教学方案，开展远程教学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高等院校培养的学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入 IT 产业工作，

他们的工作必定会和 Internet 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自主设计了中心网站，并且在网站建

设中，设置了相关教学栏目，有最新软件下载区，最新硬件介绍，技术论坛。技术论坛中为学

生留出开发实验，创新实验的天地。中心将网站向全国高校开通，提供典型教学案例与多媒体

课件，逐步向远程教学过渡。 

6、多元化的实验考核方法 

为正确评定学生在能力培养中达到的真实水平，我们改进了实验考核方式，从考核学生基

本操作能力，实验思维能力，实验态度，实验效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以培养他们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综合能力。确定实验采取分项考核记分的方式来评定学生每次的实验成绩，实验考试采

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实验考核登记表 

 

我们在实验全部做完后，再举行一次实验考试。试题有口答和实际操作，学生一人一题抽

签决定，教师根据实验掌握情况当场给分，其成绩占实验课总成绩的 50%，最后依据平时分项

考核与期末实验考试两项平均成绩，以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 

中心教师不断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模式，实验教学形式多

分项内容 

 

实验次数 

实验纪律 

10 分 

预习报告 

（问题思

考）10 分 

方案拟定 

20 分 

系统调试 

30 分 

结果分析

10 分 

实验报告 

（实验体会） 

20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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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实验教学手段现代化、实验考核方法多元化，激发了学生的实验兴趣，提高了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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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实验教材（出版实验教材名称、自编实验讲义情况等） 

自编实验教材是中心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为了更好的体现对学生综合设计与工程实践能力

的培养，实验中心结合本校新购置的设备及新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有经验教师领导的实验教

程编写小组，多年来共编著了 12 部实验教程和 10 部实验讲义,相关的理论课教材 21 部，分别

由中国铁道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实验中心人员出版的实验教材（12 部）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作者 编写年月 

1.  《实用计算机基础教程实验及习题》 兰州大学出版社 谢彦峰 2002 

2.  《C 语言程序设计与实验》 中国铁道出版社 郑丽英 2003 

3.  《互联网技术》 兰州大学出版社 李启南 2005 

4.  《多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 兰州大学出版社 张忠林 2006 

5.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兰州大学出版社 胡晓辉 2005 

6.  《软件技术基础》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党建武 2003 

7.  《计算机组成原理》 兰州大学出版社 米根锁 2005 

8.  《数据结构 C 与 C++描述》 兰州大学出版社 郑丽英 2003 

9.  《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管理信息系统》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党建武 2002 

10.  《EDA 技术与应用》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王紫婷 2003 

11.  

《计算机网络测试技术及其性能评

价》 

兰州大学出版社 吴辰文 2005 

1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兰州大学出版社 蓝天 2003 

实验中心人员出版的实验讲义（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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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讲义名称 出版单位 作者 

1.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兰州交大印刷厂 蓝天 

2.  操作系统实验指导书 兰州交大印刷厂 杜永文 

3.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实验 兰州交大印刷厂 谢彦峰 

4.  ARM 体系架构实验 兰州交大印刷厂 李敬文 

5.  计算机网络协议分析实验指导 兰州交大印刷厂 吴辰文 

6.  计算机组成原理 兰州交大印刷厂 郑丽英 

7.  DSP 实验指导书 兰州交大印刷厂 姚晓通 

8.  C 语言编程项目指导 兰州交大印刷厂 王松 

9.  Delphi 编程实践 兰州交大印刷厂 杨景玉 

10.  计算机文化基础实验指导书 兰州交大印刷厂 谢彦峰 

实验中心人员出版的相关理论课教材（21 部） 

序号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单位 

1.  实用计算机基础教程 谢彦峰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2.  大学计算机基础 李玉龙 2006 中国铁道出版社 

3.  科技论文写作 王紫婷 2003 兰州大学出版社 

4.  模糊控制技术 党建武 2007 兰州大学出版社 

5.  管理信息系统 党建武 2004 兰州大学出版社 

6.  软件技术基础 党建武 2001 兰州大学出版社 

7.  交通智能控制系统 范多旺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8.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董海鹰 2003 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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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算机控制技术 李华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1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李华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11.  计算机控制技术 王思明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12.  计算机信息检索教程 吴六爱 2006 甘肃人民出版社 

13.  多媒体通信 王小鹏 2006 兰州大学出版社 

14.  远程信息处理理论及应用 刘晓娟 200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5.  

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分层结构及

其协议 

徐岩 2004 兰州大学出版社 

16.  

B-ISDN 与ATM基础理论及应

用 

吴辰文 2002 中国铁道出版社 

17.  信令网技术教程 李敬文 20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18.  智能化故障诊断 蒋兆远 20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  人工智能 党建武 2005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  神经网络技术及应用 党建武 2005 中国铁道出版社 

21.  电磁工程中的有限元分析 逯迈 20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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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队伍 

3-1．实验队伍建设（学校实验队伍建设规划及相关政策措施等） 

中心现有教师 61 人，其中专职实验教师 35 人，即实验主讲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7 人，

副教授 13 人，讲师 2 人）；实验技术人员 13 人（其中正高工 1 人，高工 4 人，工程师 5

人，助工 2 人，技工 1 人），队伍结构合理。实验教师除承担理论授课外，还承担学生上机

实习的辅导答疑，确保理论和实验教学相一致。实验技术人员负责实验设备的维护和实验室

管理，保证设备的完好率。 

2000 年，学校制定了《创新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实施方案》，在实践过程中先后实施了

“青蓝”人才工程计划，制定并实施团队建设计划，重点建设三支团队，即科技创新团队，优

秀教学团队和优秀实践教学团队。 

中心师资队伍的建设完全按照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教学改革方案进行，鼓励教师

下实验室参加实验教学活动；鼓励实验室人员参加教研室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进行知识更

新，跟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鼓励青年教师和青年实验人员通过在职或脱产方式提高学历，

提高学历层次和自身素质。鼓励实验人员积极撰写论文，总结实验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对

实验技术人员注重实验能力与技术、管理能力与水平和团结协调等三个方面的培养。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培养方式，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先后有

1 人入选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 人被聘为甘肃省首席特聘专家，1 人被评为兰州市

科技功臣，5 人获得 333 与 555 优秀人才奖，1 人获得全国高校优秀骨干教师，3 人获得甘

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其中 16 人获得学校青蓝人才工程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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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验教学中心队伍结构状况（实验队伍组成模式，培养培训优化情况等） 

1、实验教师队伍结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专门设立“计算机教学指导

委员会”，由在教学、科研和实验管理方面的专家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组成。中心实行

主任负责制，在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的前身计算机基础实验室成立于 1982 年，实验教师由

原来的 8 人（仅有 2 名工程师）发展为现在的专兼职人员 61 人，目前师资队伍的职称分布：

教授 7 人，副教授及高工 17 人，讲师（工程师）7 人，助工 2 人，技工 1 人；学历结构：

具有博士以上 12 人，硕士 11 人，学士 12 人，硕士学历以上占 69％；年龄结构：50 岁以

上的 2 人，40-50 岁的 17 人，30-40 岁的 11 人，30 岁以下的 5 人，平均年龄 38 岁。队伍

的职称、学历、年龄等结构合理。 

2、教学梯队：组成以教授、博士为带头人的实验教学小组 

根据实验课程和实验内容以及教师的专业方向，将实验中心人员划分为实验教学小组，

按照合理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对小组进行人员安排，确保能够实现“传帮带”的

人才培养机制，也为教学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师资培训： 

由于我校地处西北，信息相对闭塞，交通欠发达、经济欠发展，气候环境较恶劣，但我

们仍努力创造条件，利用一切机会，有计划地采用送出去、请进来，并与现岗培训相结合的

原则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1）积极邀请学者、教授来校讲学 

2001 年以来，先后邀请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沈志云院士，工程院钱清泉院士、卢

秉恒院士，陶文铨院士，美国印第安那州常青藤州立技术学院教授、工学部主任、国际工程

教育与研究学会理事段欣然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史铁林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王伊卿博士，教

育部教指委委员、北京交通大学博导陈后金教授，北京铁路局教授级高工、太原铁道科学技

术研究所副所长陈昭明高工，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刘朝晖高级工程师，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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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军教授，香港理工大学杨恒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博导周兴社教授，台湾掌宇公司潘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潘松教授来我院讲学和指导我校实验教学工作。 

(2）走出去进修，或参加全国学术活动 

 2000 年，参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用 VHDL 语言开发 FPGA 新技术培训，

获结业证 

 2002 年，参加北方交大举办的全国高校嵌入式系统新技术培训，获结业证 

 2003 年，参加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参加全国高校 EDA 新技术培训，获结业证 

 2003 年，参加秦皇岛举办的全国高校 DSP 与 ARM 学习班 

 2005 年，参加兰州交大举办的西北地区 SOPC/EDA 技术研讨班 

 1994 年，参加西南交大举办的中国信息化教育学年会，并做大会发言 

 1999 年，参加昆明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工作高级研讨班，并做大会发言 

 2005 年，参加海口举办的中国高教实验室建设标准研讨会 

 2006 年，参加上海举办的计算机学科专业发展研讨会 

 2007 年，参加重庆举办的全国信息学院院长研讨会 

 2007 年，参加宁波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 

3）现岗培训 

学校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全面负责青年教师的培养，过好教学与科研关。青年教师和

研究生必须到实验室工作一年，作为实验室流动编制从事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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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验教学中心队伍教学、科研、技术状况（教风，教学科研技术能力和水平，承担教

改、科研项目，成果应用，对外交流等） 

实验中心的前身计算机基础实验室成立于 1982 年，1998 年首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省

基础实验室合格评估，省级评估推动了实验室建设、队伍建设、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管理

改革。随着学科学位建设的发展，2003 年计算机组成原理、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软

件工程、计算机工业控制、EDA/DSP、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 9 个实

验室合并形成了以计算机学科为核心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承担了全校

信息技术相关课程的本科生、研究生实验教学任务，承担了 20 门课程的实验，并在实践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分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使实验室的功能向着全面发展，形成了一个跨院

系的计算机科学技术教学实验和科研实验综合性平台。承担了 103.5 万人时数/年的教学实

习和学科学位建设工作，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心教师为人师表，教风严谨，在实验教

学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其表现在： 

1、教学改革成效显著，共获得 7 个省级教学成果奖，以及 28 项厅级、校级教学成果。 

 1997 年“自动化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甘肃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9 年“信息工程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 

 2001 年“面向 21 世纪的电气工程类专业的建设与改革”，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3 年“计算机硬件课程实验教学的系统改革”，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3 年“构建信息类实验大平台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5 年“加强创新基地建设、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甘肃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 

 2005 年“具有铁路特色的信息类专业教学体系和实验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甘肃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 

2、教师在积极参与实践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设计开发出数字电路与单片机原理实验箱，为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生利用数字电路与单片机原理实验箱，不仅

能进行设计型实验，还可实现自己设计的综合型实验。 

3、实验中心教师多人获奖，其中 2 人获得了“甘肃省教育先进工作者”，2 人获得了“教学优秀

奖”，11 人获得了“优秀教师奖”,7 人获得了“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并在历年的青年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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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 

4、依托信息与控制类重点学科（两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光电技术与智能控制重点

实验室、甘肃省高原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重点学科，即计算机应用

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交通运输工程）,承担国家和省级各种自然科学奖金项目与铁道

部、企业单位科研课题等共 58 项，科研经费达 4470 余万元。 

（近年来科研项目列表参见附录三） 

5、科研项目获奖情况（3 项） 

 模糊神经网络在高速列车安全控制中的应用研究，2005 年甘肃省科技二等奖 

 发明专利：数字化相敏轨道电路接收装置——国家专利局，专利号：200410073173.2 

 “ZR-1416-8 大型铝板翅式换热器真空钎接设备”获得 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

外获得 18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其中 2006 年“超大型系列铝真空钎接炉计算机测控系

统”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市级科技进步奖项 3 项。 

6、对外交流 

实验中心邀请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同

时中心的教师到法国、日本等国做访问学者，到 20 多个国家参加学术会议和参加实验室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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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制与管理 

4-1．管理体制（实验中心建制、管理模式、资源利用情况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属于校级实验中心，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实施校、院

两级管理，以学院管理为主的体制。全面负责全校本科学生实验教学工作。学校负责中心的

建设，提供其运转、维修及更新改造经费。同时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甘肃省教育厅给予了大力

支持。 

实验教学中心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主任由学校任免，任期三年。中心下设教学中心（计

算机基础课程组、程序设计课程组、数据库技术课程组、硬件与网络技术课程组、软件工程

课程组）、实验中心（公共机房、专业机房、微机组装与组网实验室）以及校园网络管理中心。

实验教学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实行在全校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年度考核的管理机制。中心

向校内外开放，负责人员培训，发挥示范作用。 

中心总实验用房面积 4655 平方米，设备总资产 2180 万元。中心所有教学仪器设备统筹

调配，合理组合，服务于全校的教学、科研，资源共享，利用率高。 

4-2. 信息平台（网络实验教学资源，实验室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及应用等） 

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心目前的教学模式已由传统的固定排课表教学模式逐步过渡到网络

化开放教学模式。高校信息技术迅速增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 IT 产业工作，他们的

工作必定会和 Internet 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此我们提出网站建设规划，制作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网站与网上选课系统，有实验预约，实验成绩，下载中心，网上辅导，

技术论坛等，实行每天 8-12 小时开放，即包括内容与时间的开放。此网站运行近两年，效果

良好。 

新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套以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



 

43 

体技术、现代控制技术为核心的教学平台，打破了传统实践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从

实验时间、实验内容直至实验管理均提供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条件，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交流讨论。教学模式的改变使学生的学习过程由被动转

变为主动，思维训练由封闭转变为开放，实践动手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技能

的培养贯穿了整个教学过程。 

数字化实验室可在传统实验室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多媒体

技术，并通过计算机进行实验教学管理实现开放型的实验教学环境，从而使得实验室在时间

和空间上得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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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运行机制（开放运行情况，管理制度，考评办法，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经费保障等） 

1、开放的运行环境:建设开放的教学环境，为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 

中心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实验采用课内必做与课外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学校为鼓励实验

室开放，专门设立实验室开放资金用于支持实验教学项目的开放。学生参加开放实验满 16

学时以上，经考试合格后可获得一个创新学分。开通了网上选课系统，公布开放时间，实验

项目与指导教师名单，学生在网上预约实验时间，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全面开放。 

实验室作为学科交叉的开放平台，运行机制上体现了四个结合：（1）全面培养与选拔、

竞争相结合；（2）教师定期指导与专题讲座相结合；（3）以课内与课外科技产品制作相结合；

（4）平时自主设计制作与竞赛相结合。这些全新的开放形式与政策导向，使学生对课外实践

创新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潜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2、健全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实验中心有序规范的运行，实验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实验教学管理规定：《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工作制度》、《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

《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兰州交通大学实验教学管理流程》、《实验室人

员进修计划》、《实验室人员考勤与值班制度》、《关于实验室工作人员考核的意见》、《兰州交

通大学实验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 

教师教学实践的有关规定：《兰州交通大学实验人员岗位职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

教学中心工作人员守则》、《实验指导教师守则》、《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主任职责》、《设备管

理员职责》、《材料管理员职责》、《网络管理员岗位职责》、《教师从事实验室工作办法》 

学生实验守则:《兰州交通大学学生实验守则》 

开放、创新实验室管理规定：《兰州交通大学教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创新基地开放

制度》、《开放实验教学流程》、《开放实验室学生守则》、《开放实验室教师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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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维护费管理办法》、《仪器设备器材损坏（遗失）

赔偿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实验室在用低值易耗品及材料的管理办法》、《仪表室仪

器检修制度》、《大型仪器操作流程》 

消防、安全管理：《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管理办法》、《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

守则》、《实验室安全制度》 

3、考评办法：实验教学质量采用三环节保障机制 

第一  实验室主任和实验室老师互评机制 

第二  教学督导教师下实验室听课和巡视实验课制度 

第三  采用学生评教的信息反馈制度。 

4、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健全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1）、实验教师工作考评： 

实验教师从事实验室工作情况的考核，由每位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安排与实际完成的情况，

认真填写实验教学日志与工作日志，各教学单位每学期考核一次并报教务处实验实习科备案；

每年实验结束后，由教务处组织对教学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并核拨经费给各教学单位。 

（2）、实验教学调研评估： 

为了抓好实验教学质量，学校每年组织有经验的教授组成的教学督导小组，抽调 5 门以

上实验课进行实验课考察，就本教师实验教学态度、课程内容、教学实施、教学效果进行调

研，该调研成果作为教师上岗、晋升职称的凭证。 

（3）、专业技术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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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师每年进行一次专业技术考核，就一年内的实验教学质量、数量、教材编写、教

学改革、实验内容更新、发表论文、获得的成果等全面考核，若 3 年未获一次优秀者，不得

晋升职务。 

对实验教学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实验室、先进个人和实验教学的优秀成果，学校给予

表彰奖励。 

运行经费保障：近五年学校投入实验中心的运行经费逐年增加，平均每年投入 60 万。 



 

47 

5．设备与环境 

5-1．仪器设备配置情况（购置经费保障情况，更新情况，利用率，自制仪器设备情况等，

列表说明主要仪器设备类型、名称、数量、购置时间、原值） 

中心拥有各类固定资产设备 2367 台套，价值人民币 2180 万元，目前 60％以上的仪器

设备档次配置属于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所有仪器设备都得到充分使用，设备完好率 98％。

实验用房面积 4655 平方米，其中 2002 年以来新建 2400 平方米。 

根据学科特色和实验教学需要，中心教师自主制作和开发了“基于嵌入式的软件无线电装

置”、“铁路计算机联锁控制仿真系统”、“IPv6 试验床测试平台”、“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平台”、“基于

虚拟机的系统软件实验平台”等 263 台套实验设备，这些实验设备已经在实验教学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用于实验教学的主要设备如下表（见附录四）。 

5-2．维护与运行（仪器设备管理制度、措施，维护维修经费保障等） 

(1)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实行学校、学院（部）和实验室三级管理，严格执行各级主管部

门制定的仪器设备管理规定。实行实验室主任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1． 指定专人负责实验室各类仪器设备的资产和技术管理。保证帐、卡、物以及数据

库完全相符，建立实验设备、仪器的完整技术档案。 

2． 新进设备要及时建卡入帐。 

3． 仪器设备及附件应妥善保管、定位整齐存放，做到经常检查和校正，定期保养和

维修，保证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状态；详细记录仪器设备的检验、使用、维护、维

修情况。 

4． 应保持仪器设备外表及箱内清洁，精密仪器应保证各部件无水渍、油渍、手印和

尘土。 

5． 仪器设备登记、验收、上交等均需实验室主任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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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设备如有损坏、丢失要写报告，说明原因、过程、分清责任，并由主任签署

意见，及时上报。因违章造成的损失，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 

7． 仪器设备的说明书应随同仪器设备由专人管理，借出要登记并按时归还。 

8．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应上报资产管理人和实验室主任备案，由实验室组织排除、

修复；无力修复时，由主任上报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以便委托外修。 

9． 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2) 兰州交通大学仪器设备投资效益评价与考核办法 

       1.仪器设备的评价与考核范围。 

       2.评价与考核的内容。 

       3.评价与考核的实施。 

  (3) 兰州交通大学仪器设备投资效益评价表/仪器设备的设备占用费贺维护费计算办法 

  (4) 兰州交通大学仪器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 

       1.总则。 

       2.赔偿界限与处理原则。 

       3.赔偿处理办法。 

  (5) 兰州交通大学仪器设备器材损坏（遗失）赔偿制度 

  (6) 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在用低值易耗品及材料的管理办法 

  (7) 兰州交通大学实验室维持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实验室教学改革，提高实验室维持费的使用效益，更好地培养学生

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1. 教务处作为实验室维持费的主管部门，将根据各学院（部）实验室中心的实验教学时

数和实验开出率、专业特点、重点学科等情况，负责全校实验室维持费的分配和管理，并对

全校实验室维持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2. 各学院（部）负责将本单位实验室维持费分配落实到各实验室，以保证实验教学的正

常进行。 

3. 本单位在实验室维持费的使用上应做到：严格把关，专款专用。各实验室要及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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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在用低值易耗材料购买计划，填写《实验室季度消耗材料、物品购置申请表》，经过

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报实验实习科。申请所购低值易耗材料应注明名称、规格、数量及

用处（具体到实验室）等内容。 

4. 所购低值易耗材料须到教务处实验实习科办理有关入库、验收及建帐手续，经教务处

实验实习科审核、处领导签字后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单据报销单，须实验室主任、各部

门主管领导审核签字（验收证明栏），否则不予办理。 

5. 各实验室须加强对低值易耗材料明细帐目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对所购低值易耗材料 

建立明细帐目，办理领用手续。实验实习科将不定期检查各实验室所购低值易耗材料的

使用情况。 

学校为实验中心每年提供实验室维护经费 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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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实验中心环境与安全（实验室智能化建设情况，安全、环保等） 

实验中心面积达 4655 平方米、拥有 1600 余台计算机、12 台公共服务器、30 套嵌入

式系统实验设备、150 多台套硬件实验仪器设备。全部计算机宽带接入 INTENET 的网络，

建立 WEB、FTP、LINUX、UNIX 、大型数据库服务器，有多种主流操作系统。全面改造了

电源、网络、接地等综合线路系统。室内布置宽阔、人文环境优良、仪器设备先进。中心注

重智能化、与网络化建设，室内电话线、网络线、TV 线齐全。 

中心主任全面负责安全工作，是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中心认真开展广泛的师生安全教

育，强化安全意识。学生开始实验前，设置安全教育课，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掌

握基本安全技能与防范措施。实验项目完成后要关好门窗、水龙头，切断电源、特别是遇到

停电、停水时，各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查，严防火、水、盗等事故。 

自主开发了《机房管理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维护系统》和《上机考试系统》，学生出入

实验室均通过非接触式射频卡刷卡，管理手段先进。消防监控报警系统和安全监控系统完善，

安全警示醒目，消防设施齐全，安全通道畅通，监控范围覆盖了实验中心的所有机房和实验

室。实验室安有防盗门，消防器材齐备，实验中心大楼有保卫值班人员与专门环卫人员。各

实验室均制定相应的安全制度、学生实验手则。使用管理条例，定期检查并认真做好安全检

查记录。消防、安全、供电、接地、防雷、照明、温度等各项指标符合国家计算机机房标准。

中心布局合理，设施、环境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安全、环保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应急设施

和措施完备，坚持“安全第一，防范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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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色 

6．特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经过多年的积极建设和不断地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了自

己的鲜明特色。 

（1）中心根据学校“把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作为永恒的主题”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实验教

学改革，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模块化实验教学新体系 

中心多年来坚持将学生能力培养系统化，1993 年参加了原国家教委的“实验室建设与人

才培养”子课题的研究，针对我校信息类专业提出“一条龙实验教学体系”改革方案，并通过了

国家教委的鉴定。实施多年来，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不断深化完善，建立了全方位、多层

次、模块化创新能力培养新体系，对学生能力在不同阶段分层次递进式培养，注重基础，强

调能力，在全体学生能力提高的前提下，择优拔尖培养。中心将实验内容分必做（经典为主），

选做（扩展），科技开放（现代为主），所有实验项目以菜单形式公布，形成有利于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心人员潜心研究实验教学改革，近

几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 3 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 项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1 项厅、

校级教学成果奖。近五年，每两年就有一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2）依托信息与控制类重点学科,建设了一支由基础到专业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协调

发展的实验教学团队，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效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中心依托我校两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三个省级重点学科，建立了一支热爱实验教学、

教学理念先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稳定的实验创新团队。12 个课程小组都由教授或博士做

学术带头人，组织设计开发实验项目，将实验项目的内容与具体的科研项目相结合，特别是

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到实验教学中，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工

科特色的实验教学项目。中心专兼职教师开展的科研项目共获得 18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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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科技创新基地，将基地变为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孵化基地 

以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为出发点，将计算机基础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软件

工程实验室、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室、科技创新基地、工程培训基地等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构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为大学生创新活动提供了平台，将科技创新基地变为大

学生创新团队的孵化基地。基地将创新能力分层次培养，专业化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协调发展，

促使大学生创新活动规范化、系统化、普及化；构建了系统的面向国家级、省级、学校级、

学院级的科技竞赛体系，并在各种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近两年来获得全国计算机仿真大赛

二、三等奖各 1 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国家级一、二等奖 5 项，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3 项。在校本科生中，有 2 名取得“系统分析师”资格证书，41 名取得“软

件设计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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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教学效果与成果 

7-1．实验教学效果与成果（学生学习效果，近五年来主要实验教学成果，获奖情况等） 

近年来在学校领导和中心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中心的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整体提高，

效果明显。实验中心的教学方式采用四个结合：（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课内课外相结

合；（3）基础专业相结合;（4）必做选做相结合，使学生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还拥

有了工程实践与科研相互转换的能力,综合与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表现在全国各种

竞赛中（全国计算机仿真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中，全国机器人大赛）中都取得优异成绩。 

在甘肃省高校大学生计算机等级统考与竞赛中，多年来我校通过率居全省高校榜首，获

各种语言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数量也最多。2005 至 2006 年，我校在校本科生在全国计算机

软件人员水平考试中，4１名取得“软件设计师”资格证书，2006 年有 2 名在校本科生取得“系

统分析师”资格证书。 

信息产业百强之首的“深圳华为”公司，近三年录用我校计算机软件工程等专业应届本科

毕业生 54 名，沈阳“东软”07 年一次录用我校软件工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 20 名。 

学生在各种竞赛中的优异成绩，充分反映了中心的实验教学改革成果，中心近几年共获

得国家级鉴定教改项目一项，省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8 项；厅校级教学成果 21 项；科研获

奖 18 项；发表论文 85 篇，出版相关教材和讲义 39 部。 

学生各种获奖(参见附录五) 

（1）参加全国计算机仿真大赛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全国一

等奖 2 项、全国二等奖 4 项、省特等奖 2 项，省一、二、三等奖 11 项） 

（2）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级三等奖 2 项、

省级一、二、三等奖 2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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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国际竞赛二等奖 3 项、全国一、

二等奖 27 项，省级一、二等奖 30 余项。 

（4）全国机器人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2004 年 6 月，我校的 4 个学生参赛队在首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西北地区预

赛中全部获奖，其中 1 个队获西北赛区一等奖，3 个队获西北赛区三等奖。获赛区一等奖的

参赛队在全国评奖中，获三等奖。 

（5）毕业生就业形式非常好，电信学院本科生就业率达 95%以上，（在全国各种竞赛中

获奖的同学，更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6）青年教师经过培训，产品开发与科研能力得到提高，共承担科研项目 400 多万，有

些因此而顺利考取博士和晋升到高一级职称。 

（7）2005 年以来本科生发表的部分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刊物、出版日期 

1.  
The Control of Time Delay System 

Based on Fuzzy Logic 
杨虹蓁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st and 

Measurement,2005.5 

2.  
改进的模糊内膜控制在时滞系统中的

应用 
尹新权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2005.8 

3.  复杂工业的多模态集成智能控制研究 王武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5.11 

4.  宽带光纤接入网的发展与研究 杨玉清 中国仪器仪表,2005.9 

5.  蓝牙技术鉴权的研究 谭筠梅 中国仪器仪表,2005.1 

6.  智能天线在 TD-SCDMA 系统的实现 贺艳平 无线电工程,2006.2 

7.  
A Map Generation Method for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张正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Network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2005.9 

8.  
模糊数学在网络安全风险分析中的应

用 
周彬 

中国模糊逻辑与计算智能联

合学术会议论文集,2005.4 

9.  
工控环境下通过串口实现Excel自动输

出 
金涛 微计算机信息,2005.8 

10.  基于着色 Petri 网的多 Agent 系统交互协议 韩冰娣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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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  

11.  一种基于 DNA 计算的多模态函数求解模型 颜晨阳 铁道学报,2005.06 

12.  基于 MRTG 的网络流量测试 张晓燕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04 

13.  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扬帆 微计算机信息,2007.03 

14.  通信站蓄电池电压自动监测系统设计 张椿玲 信息技术,2005.12 

15.  
B/S/D 模式下的网上选课系统的设计与

研究 
崔新伟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16.  
基于 Verilog HDL 语言的带左转复杂

交通灯设计 
郭长辉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17.  
LMS 算法的 MATLAB 实现及其性能分

析 
李  波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18.  
可编程逻辑器件在 DSP 算术运算中的

应用 
李玉平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19.  基于 AVR 单片机的 PWM 实现 杨朝辉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20.  
基于 TMS320VC5416谱减法的实时实

现 
李  楠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21.  
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格服务管理系

统的设计 
田爱君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7-2．辐射作用 

中心成立以来，加大实验改革力度，进一步集聚学科优势，整合校、院计算机实验教学

资源，扩大实验室功能，与科研、工程实践、技术创新相结合，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的

改革成果，不断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取得了多项优秀教学成果奖，并在

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20 余篇，编写的实验教材及实验讲义被省内 10 余所院校

采用，特别是实验室建设中强调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实验教学开放管理等方面引起不

少高校的关注，并实地考察、参观、访问。本中心的辐射作用主要表现在： 

（1）我校为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会员单位，甘肃省计算机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单位。中心主要工作人员曾多次到省内外兄弟院校进行计算机实验教学的调研、访问与交流，

积极组织并参加全国高校计算机实验教学研讨活动，对西部高校的计算机实验教学开展和提

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心具有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手段，为甘肃省高校计算机实验教学和校园网

络管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每年对省内高校计算机实验教学人员进行计算机实验教学能力

方面的轮训；并多次为省内各大企事业单位培训计算机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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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为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职称考试培训单位、全国计算机软件水平考试培

训单位、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指定考点、计算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单位。在中心举办的各

类培训及考试中，我们优越的环境、热情的服务、优良的成绩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4）中心帮助省内高校（如：兰州城市学院、西北师大知行学院、陇东学院、天水师院、

博文学院、甘肃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等）制定了实验室配置方

案与信息类实验室建设，并在职培训相关实验技术人员。 

（5）中心与许多院校的同行们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开展了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实验中心

与企业联合培养学生，目前已成为 Cisco 网络认证培训基地、Oracle 认证培训基地、SUN 公

司 JAVA 认证培训基地、华为网络工程师认证培训基地、TI 公司建立的 DSP 培训基地、凌

阳单片机公司资助大学计划单位、北大青鸟软件工程师培训基地和东软公司人才联合培养基

地。中心面向全国及西部地区举办了多期 EDA、SOPC、ARM、DSP、JAVA、Cisco 和 Oracle

培训班，在国内高校特别是西北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先后有北京交通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长安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青海民院、宁夏大学等几十所兄弟院校来校参观、

考察与交流，对实验中心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05 年 10 月，我校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的评估，总体评估结果达到了优秀。评

估专家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专家们认为中

心在实验教学、实验队伍、管理模式和设备与环境等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辐射作用，对其他

高校的计算机实验教学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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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我评价及发展规划 

8-1．自我评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校领导的重视，以信息与控制类

重点学科（两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三个省级重点学科，即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

术，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为依托，通过全体教职工的辛勤工作，在实验教学的改革上进行

了有意义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成果。 

（1） 中心秉承以学生为本、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统筹协调的教学理念，以强大的师资

队伍和创新团队为后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验创新能力为主线，实施层次化实验教学和

开放式实验教学两种方式，建立了分层次递进式创新培养的实验教学体系，开展因材施教，

推进分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网上虚拟实验等实验

方式，充分发挥了实验教学的作用，培养的学生基础理论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深

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2） 中心突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和完善了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合理使

用人才的制度与措施，建设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活力的高水平的实验教学和科

研创新团队。中心由教授及博士作为课程组负责人，负责课程组的建设和实验项目开发工作，

始终将平台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结合，紧跟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及时把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优质的实践教学资源，为中心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高层次的师资

与技术支撑。 

（3） 中心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和中心主任负责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重组、优化配

置、资源共享。实验中心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式管理，构建了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的开放式创新实验平台。在管理上，不断更新观念，完善实验教学的管理体系、质量评价体

系和激励机制，形成了良好的自我发展机制。实验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确保了实

验中心的运行规范、有序、高效。 

（4） 中心仪器设备先进、配置合理、数量充足、使用效率高。根据学科特色和实验教

学需要，自主制作和开发了多种实验设备。中心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坚持安全第一，防患为

主的方针，落实安全责任制度，定期组织检查实验室安全和环保工作。中心各实验室空间布

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心已经具备了一流的教学环境，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教学成

果，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管理手段。中心已经成

为计算机实验教学改革和研究的基地、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基地、双师人

才的培训与学科学位建设的支撑基地、科技创新团队的孵化基地，在西北地区高校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起到了实验教学示范作用。为了适应实验教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中心将逐步向示

范性、创新型、多功能、开放式的方向努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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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实验教学中心今后建设发展思路与规划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观念为先导，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教学体

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术手段改革为重点，以优良的软硬件条件和开放服务环境

建设为基础，以高水平的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和先进高效的运行机制为保障，深化改革，不断

提高实验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学校教育理念和教学指导思想先进，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提高素质协调发展，注重对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理

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统筹协调的理念和氛围。 

1、加强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使全体教师充分认识实验教学在学校人才培

养和教学工作中的地位，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重视、热爱实验教学工

作，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促成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统筹安排协调发展。 

2、努力建设一支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互通，教学、科研、管理紧密结合，核心骨干相对

稳定，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团队。制定合理完善的培训、进修规划，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及实

验技能；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高水平教师投入实验教学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实验

教学内容、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的研究与革新；建立激励机制，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引进

高学历、高水平、年轻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多渠道、多形式提高现实有实验技术队伍的业

务技术水平和学历层次 

3、参照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的先进经验，将目前的普通计算机实

验教室升级、配备网络教学软件，具有多媒体双向互动功能的全功能计算机教室，改建实验

中心网络实验室和计算机硬件原理实验室，筹建计算机博物馆。使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成为

一个功能全，实验项目多、综合性大型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4、继续进行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内容、实验手段的改革，不断推出设计型、综合型、创

新型的实验项目，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 

5、紧紧围绕本科实验教学，进一步加强中心实验教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智能化管理，进一步理顺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把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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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部门意见 

 

 

学 

校 

意 

见 

经过学校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认真评审认为：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

心具有优良的实验教学传统，多年来，立意改革，在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建设、实验教

学管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实验教学内容更新、实验教学方法改革、大学生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

集体，学生获奖次数多、级别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教学理念先进，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模式和组织结

构合理，设备配置精良，环境安全符合国家标准，管理科学规范，实验教学效果显著

（取得多项教学成果奖），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我省、西北地区高校起到了重要的示范

和辐射作用，已达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标准，特此优先推荐。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的未来建设中，我校将予以更大支持，争取早

日建成国家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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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推
荐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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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近年来教改和学术论文列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1  

Spectroscopy research on the 

origin mechanism for light 

induced delayed fluorescence 

of chloroplast 

党建武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25（8）：1262-1265 AUG 

2005(SCI IDS Number:008NE) 

2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 Neural 

Networks using Subtractive 

Clustering Algorithm 

党建武 

The 6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EI） 

3  

A polynomial Time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the 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 

党建武 ICNN&B2005(SCI) 

4  

An Efficient Method on a 

polynomial Time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the TSP 

党建武 ICIC2005(EI) 

5  

New evolutionary genetic 

algorithm for China 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 

党建武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ICONIP2002) 

6  

基于 MAP 智能分布实时监控

系统任务协调与调度 

党建武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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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7  DW 应用研究与实践 党建武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8  中国软件产业展望 党建武 技术管理与研究 

9  

A Simple Dynamic Preisach 

Hys-teresis Model for FeSi 

Materials 

逯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Physics 

B,Vol.17,No.11,2003.PP22325-2331(SIC) 

10  

On the cut off Wavelength of 

Rectangular-Shaped 

Microshield Line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逯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ANICS(SCI,EI) 

11  

Field patterns in double 

circular-groove guide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逯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RARED AND MILLIMETER WAVES

（SCI，2005） 

12  

Edge-based finite-element 

analysis of the field patterns in 

V-shaped microshield line 

逯迈 

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S 41 (1): 43-47 

APR 5 2004 

13  

Design of Trapezoidal- Ridge 

Wave-Guide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逯迈 

IEEE Proceedings Microwav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SCI,EI) 

14  

Micromagnetic simulation of 

thickness variation of Neel 

逯迈 

PHYSICA B-CONDENSED MATTER 

(SCI,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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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cap in hybrid Bloch-Neel 

domain wall 

15  

On the Field Patterns of the 

TE Modes in Antipodal Ridge 

Wave-guide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逯迈 

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s,Vol36,No2 2003,PP79-82(SCI,EI) 

16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Dominant Mode Cutoff 

Wave-length in Dielectric 

Loaded Single Ridge 

Waveguides 

逯迈 

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s,Vol38,No4 

2003,PP298-300(SCI,EI) 

17  

容忍入侵的RSA分布签名方案

及在 CA 中的应用 

伍忠东 计算机科学 2005（1） 

18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with 

Fuzzy Entropy for Training 

with a Large Datasets 

伍忠东 

IEE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gnal Processing 

19  

Reduction of Trainings 

datasets Via Fuzzy Entropy 

for Support Vector 

伍忠东 

IEE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2004 

20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伍忠东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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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based on Fuzzy Similarity 

Degree 

Symposium on Test and 

Measurement,2003 

21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on Kernel 

Method 

伍忠东 

Proceedings of the ICCIMA’03,IEEE 

Computer Society,2003 

22  

The Research of Knowledge 

Discover Approach Based on 

Association Rules and Rough 

Set Theory,    

郑丽英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Discrete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lated Topics  

(Chongqing) 

23  

基于 korner 网络、粗集、模糊

神经网络提取模糊规则的集成

方法     

郑丽英 兰州大学学报  2006.NO：2 

24  

基于聚类和粗糙集的智能邮件

过滤系统的研究        

郑丽英 铁道学报  2006.NO.3 

25  

Hierarchical Fault Diagnosis 

for Substation Based on 

Rough Set 

董海鹰 

Proceedings of IEEE PowerCon’

2002.2002.10 

26  

基于多 Agent 的列车分布式智

能控制研究 

董海鹰 铁道学报，2004 年，第 5 期（EI） 

27  列车运行过程的多 Agent 集成 董海鹰 控制与决策，2002 年，第 2 期（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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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探讨 

28  

基于WEB的多AGENT变电站

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董海鹰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2（EI） 

29  

对机冗余系统的非马尔可夫模

型研究 

董海鹰 铁道学报，2001.12（EI） 

30  

Study 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PID neural networks 

董海鹰 

Proceedingsof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Measurement & Instruments. 

2005.8(ISTP) 

31  

Research on Swarm 

Intelligent Control 

董海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s.Vol.1,No.1,2005.5 

32  

Study on swarm control of 

water tank based on 

multi-agents 

董海鹰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est and 

Measurement,2005.6(ISTP) 

33  

Study on Fault Diagnosis 

Approach for Substation 

Based on Petri Net(PartⅠ) 

董海鹰 ISTM2003.2003.6（EI） 

34  

Study on Fault Diagnosis 

Approach for Substation 

Based on Petri Net(PartⅡ) 

董海鹰 ISTM2003.2003.6（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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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35  

列车运行过程的多 Agent 集成

研究 

董海鹰 Proceedings of 2002’FCMI 

36  

基于多 Agent 的列车分布式智

能控制研究 

董海鹰 铁道学报，2004 年，第 5 期（EI） 

37  

Edge Detection Based on 

Regulated Morphological 

Gradient 

王小鹏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EI) 

38  

Noise Image Segmentation 

Based on Morphological 

Granulometry 

王小鹏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ISTP) 

39  

Multi-scale Image 

Segmentation based on 

Morphology 

王小鹏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 

40  

基于栅格元模型的纹理图像分

割方法 

王小鹏 铁道学报(EI) 

41  

一种图像噪声的形态学多尺度

去除方法 

王小鹏 计算机工程(EI) 

42  

基于形态学尺度空间和梯度修

正的分水岭分割 

王小鹏 电子与信息学报(EI) 

43  The Design of Enterprise 张忠林 ISCT’2005 PROCEEDINGS,NINB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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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Earliness/Tardiness 

Scheduling Model 

44  

Software Tes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Based on Monte 

Carlo Method and Classical 

Probability Model  

张忠林 ICCSE’2006 

45  

基于粗糙集的不完备信息系统

统计评判填补方法 

张忠林 计算机应用，2007.6 

46  

A Designing Method of 

Simulation Software for 

Chinese Trai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Hybrid Agent Model 

胡晓辉 IEEE Proceedings of Int.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EI) 

47  

 Modeling Mobility Agents in 

Supervisory and Controling 

Systems Based on Nets 

within Nets 

胡晓辉 IEEE Proceedings of 9th Int. Conference on 

Control, Automation, Robotics and 

Vision(EI) 

48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distributed supervisory and 

胡晓辉 ISTM/2005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st and Measurement, Ju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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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intelligent agent  

(ISTP) 

49  

基 于 Petri 网 的 实 时 分 布 多

Agent系统建模 

胡晓辉 计算机应用 

50  

多并联支路型可控电抗起支路

参数计算 

田铭兴 电工技术学报，2005.11（EI） 

51  

A Controllable Reactor of 

Transformer Type 

田铭兴 

IEEE Transaction on Power 

Delivery,(SCI,EI).2004.4 

52  

变压器式可控电抗器的限流电

抗计算和仿真 

田铭兴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4.4（EI） 

53  

带 整 流 负 载 同 步 发 电 机 的

MATLAB 建模和仿真 

田铭兴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2（EI） 

54  

磁饱和式可控电抗机的等效电

路及仿真分析 

田铭兴 电工技术学报，2003.6 

55  

磁饱和式可控电抗机的谐波分

析和功率技术计算 

田铭兴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3.8 

56  

Orthogonal-core type variable 

inductor 

田铭兴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3.11 

57  交流电机坐标变换理论的研究 田铭兴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4.4（EI） 

58  Design Principle and Variant 田铭兴 ICEM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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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Structure of a Controlling 

Reactor of Transformer Type 

59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a 

Voltage-Controlling System 

with a Controlling Reactor of 

Transformer Type 

田铭兴 ICIT’2005(EI,ISTP) 

60  

Harmonic Analysis of the 

Exciter’s Exciting Current of a 

Brushless AC Generator with 

a Rotary Rectifier 

田铭兴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2004.8(EI,ISTP) 

61  

The Desig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Earliness 

Tardiness Scheduling Model 

张忠林 ISCT, NINBO. 2003 

62  

地铁杂散电流实时监测系统设

计 

张忠林 工业控制计算机，2005，NO：2 

63  

一种软件可靠性的随机测试模

型研究 

张忠林 微计算机信息 2005，NO：3 

64  

A Note on Adjacent Strong 

Edge Coloring of K(n,m) 

李敬文 

Acta Mathematicae Applicatae Sinica, 

English Series. Vol. 22, No.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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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283~286 

65  

On The Vertex Distinguishing 

Ewuitable Edge Chromatic 

Numbers of Some Join 

Graphs 

李敬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Vol.29 No.2(2006) 171-177. 

66  

Adjacent Vertex 

Distinguishing Total Coloring 

On Square, Cube, Biquadratic 

of Pathes 

李敬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Vol.29 No.1(2006) 7-15. 

67  

Adjacent vertex-distinguishing 

edge coloring of 
m nC K ， 

李敬文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41(1): 

96～98. 

68  回转器的仿真分析及其应用 刘润章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06. 1 

69  回转器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刘润章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5. 6 

70  

基于关系型数据库和面向对象

技术的 PDM 系统 

谢彦峰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0 

71  数据采集在 VB 编程中的实现 胡亚琦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72  基于网络的数据库应用 胡亚琦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2 

73  

从计算机基础课教学谈文课学

生认知能力的培养 

胡亚琦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1 

74  石膏防水性能研究 刘润章 西北民院学报,2000 年 21 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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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单位及时间 

75  多变量系统分散控制研究 刘润章 

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2000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专集 

76  

system view 在《信号系统》实

验中的应用 

孙沉芳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4.6 

77  校园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胡亚琦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3 

78  

Windows 流式媒体技术在远程

教育系统中的应用 

胡亚琦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1 

79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现与展望 胡亚琦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2 

80  

计算机辅助测验在教学中的应

用 

胡亚琦 甘肃高师学报，2000.9 

81  

运用多媒体手段改进计算机基

础课教学 

胡亚琦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3 

82  计算机基础教育与能力培养 胡亚琦 西北师大学报，2000.1 

83  

基于 WEB 技术的档案管理系

统 

胡亚琦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2 

84  

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

创新与综合能力 

王紫婷 

全国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 实验教学与创

新能力 2000 年 3 月 

85  

我是如何做好实验室主任工作

的 

王紫婷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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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心实验项目列表 

实验课程 实验项目 实验学时 实验类别 实验性质 

计算机文化基础 

计算组成与键盘的使用 2 必开 基础型 

计算机硬件组装及配置 2 必开 基础型 

Windows 的基本操作及系

统配置 

2 必开 基础型 

操作系统的使用 2 必开 基础型 

Word 文字处理软件 2 必开 基础型 

Excel 表格处理软件 2 必开 基础型 

Powerpoint 演示软件 2 必开 基础型 

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软件 2 必开 基础型 

数据结构与算法 

链表 2 必开 基础型 

栈的应用 2 必开 基础型 

队列应用 2 必开 基础型 

稀疏矩阵 2 必开 基础型 

哈夫曼编/译码器设计 2 必开 基础型 

最短路径问题 2 必开 基础型 

平衡二叉排序树操作的演

示 

2 必开 基础型 

内部排序算法比较 2 必开 基础型 

文件的定义、操作 2 必开 基础型 

计算机程序设计 PASCAL 语言 PASCAL 程序认识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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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 顺序结构程序及基本 I/O

语句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分支程序的设计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函数与过程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数组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集合、牧举、子界数据类

型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记录与文件类型实验 2 必开 设计基础型 

综合编程实验  4 必开 设计基础型 

C语言程序设计 

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 C

程序的方法 

2 必开 基础型 

数据类型、运算符和表达

式 

2 必开 基础型 

数据的输入输出 2 必开 基础型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函数 2 必开 设计型 

数组 2 必开 设计型 

指针 2 必开 设计型 

结构体和共用体 2 必开 设计型 

编译预处理命令 位运算 2 必开 设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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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学生成绩管理 4 必开 综合型 

C++程序设计 

VC++集成编程环境使用 6 必开 基础型 

数组与指针、表达式 6 必开 综合设计型 

类、对象、继承、派生类、 6 必开 基础型 

Windows 应用程序设计 6 必开 综合设计型 

MFC 应用程序 6 必开 综合设计型 

文档、表单应用程序设计 6 必开 综合设计型 

VB 程序设计 

字号、按钮、随机函数练

习 

2 必开 设计型 

顺序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数组程序设计 2 必开 设计型 

常有控件练习和界面设计 3 必开 设计型 

数据库技术练习 3 必开 设计型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数据库原理实

验 

数据定义和查询  2 必开 综合型  

数据更新和视图 2 必开 综合型  

安全性控制  2 必开 综合型  

完整性控制  2 必开 综合型  

数据库编程  2 必开 设计型 

SQL Server2000 安装和 2 选开 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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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数据库操作 2 选开 设计性 

表操作 2 选开 设计性 

视图、规则、默认、索引

操作 

2 选开 设计性 

服务器管理 2 选开 基础型 

数据库管理 2 选开 基础型 

Delphi 程序设计 

DELPHI 开发环境 2 必开 基础型 

编写 Windows 应用程序 2 必开 基础型 

Object Pascal 简单程序练

习 

2 必开 基础型 

单元结构与窗口的对应关

系 

2 必开 基础型 

Window 窗体设计 2 必开 基础型 

利用 VCL 构件编程 2 必开 基础型 

创建数据库应用程序 2 必开 综合型 

计算机网络 

常用网络命令使用与网络 2 必开 基础型 

交换机安装与设置  2 必开 综合型 

协议分析  2 必开 基础型 

VLAN  2 必开 设计型 

路由器安装与设置  2 必开 设计型 

中小型企业网规划与设计  2 必开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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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与

应用 

网络安全技术 

了解操作系统的安全隐患 2 选开 综合型 

网络攻击的常用方法 2 选开 综合型 

端口扫描程序分析 2 选开 设计型 

防火墙软件分析 2 选开 综合型 

计算机网络设

备 

交换机基本配置 2 选开 基础型 

交换机高级调试 2 选开 综合型 

交换机基本组网实验 2 选开 综合型 

交换机综合组网实验 2 选开 综合型 

路由器基本配置 2 选开 基础型 

路由器高级调试 2 选开 综合型 

路由器基本组网实验 2 选开 综合型 

路由器综合组网实验 2 选开 综合型 

基本网络安全配置 2 选开 综合型 

网络安全设计 2 选开 设计型 

计算机通信 

网线制作 2 必开 基础型 

对等网的组建 2 必开 综合型 

10BASE-T 的组建 2 必开 综合型 

网络操作系统的安装 2 必开 基础型 

网络互连 2 必开 基础型 

DHCP 的安装与配置 2 必开 综合型 

DSP 技术实验 

基本算术运算 2 必开 基础型 

用定时器实现数字振荡器 2 选开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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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串口操作 2 选开 综合型 

FIR 数字滤波器 2 选开 设计型 

TMS320VC5402 的

BOOTLOADER 技术 

2 必开 设计型 

C54X 的浮点数的算术运

算 

2 选开 设计型 

HPI 接口操作 2 选开 综合型 

快速傅立叶变换的实现 2 选开 综合型 

双音多频 DTMF 技术 2 选开 研究创新型 

外设控制 2 选开 综合型 

多媒体技术基础 

多媒体的计算 2 选开 基础型 

多媒体的存储 2 选开 基础型 

多媒体网络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多媒体网页编辑 2 选开 基础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 

32 位实模式数据显示与传

送 

2 必开 基础型 

描述符和描述符表 2 必开 基础型 

PCI 设备中断应用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8254 定时器/计数器应用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8255 并行接口应用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16550 串行接口通讯应用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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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用 debug 观察 CPU 和

内存单元 / 简单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循环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分支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子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键盘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显示器 I/O 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使用 2 必开 基础型 

指令的应用 2 必开 基础型 

信号灯的控制 2 必开 基础型 

外部中断与定时/计数器 2 必开 基础型 

A/D 转换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串行通信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温度控制器的设计与调试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数码管动态显示 2 必开 综合设计型 

软件技术基础 

软件工程 

需求工程实践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设计工程实践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测试方法实践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面向对象软件

工程实验 

状态图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活动图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时序图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协作图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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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图应用 2 选开 基础型 

用 RUP 进行项目开发 2 选开 基础型 

软件测试实验 

制定测试计划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非对象软件的测试过程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面向对象软件的测试过程 2 选开 综合设计型 

JAVA 技术与应用 

结构化程序设计 4 必开 基础型 

模块化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型 

数组应用程序调试 2 必开 综合型 

面向对象程序调试 2 必开 基础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 必开 综合型 

图形界面程序设计 4 必开 综合型 

Visual C++案例开发 VC++工程开发项目实践 16 选开 综合型 

嵌入式系统应用 

ADS 开发环境介绍  2 必开 基础型 

C 语言程序试验  2 必开 综合型  

无仿真器程序下载运行实

验 

2 必开 综合型  

I/O 接口实验 2 必开 综合型  

Linux 开发环境建立实验  2 必开 综合型  

Bootloader 编译下载烧制  2 必开 综合型  

Linux 内核编译烧制实验  2 必开 综合型  

中断实验  2 必开 综合型  

计算机测控实验 PID 控制 2 必开 基础型 



 

80 

最少拍有纹波控制 2 必开 基础型 

最少拍无纹波控制 2 必开 基础型 

操作系统原理 

操作系统原理

实验 

进程管理  2 必开 综合型  

进程通信  2 必开 综合型  

存储管理  2 必开 综合型  

文件系统  4 必开 综合型  

Linux 网络操作

系统 

安装 Linux 2 选开  综合型 

图形界面、字符界面操作

基础 

2 选开  基础型 

字符界面操作阶进 2 选开  综合型 

文件系统管理 2 选开  综合型 

账户管理和权限管理 2 选开  综合型 

进程管理 2 选开  综合型 

软件管理与备份 2 选开  综合型 

Internet 应用 2 选开  综合型 

DHCP 和 DNS 服务器 2 选开  综合型 

E-Mail 和 FTP 服务器 2 选开  综合型 

配置 Apache 2 选开  综合型 

Samba 服务器 2 选开  综合型 

计算机组成原理 

算术逻辑运算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进位控制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移位运算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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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微控制器实验 2 必开 基础型 

总线基本实验 2 选开 基础型 

简单模型机设计实验 4 选开 综合设计型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硬件组成与外部设备 2 必开 基础型 

部件认识及安装方法 2 必开 基础型 

各部件的安装技术 2 必开 基础型 

系统软件与常见应用软件

的安装 

2 必开 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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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近年来科研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经费数

(万元) 
负责人 

1 铁路运输计划与调度信息综合技术及软件 
甘肃省攻关计划

项目 
10 党建武 

2 MAS 技术研究与应用   
甘肃省自然基金

项目 
5 党建武 

3 
软计算技术在铁路智能分布监控系统中的

应用研究 

高等学校博士学

科点专项科研基

金项目 

6 党建武 

4 多 agent 实事前如实时嵌入式系统     
教育部春晖计划

项目 
4 郑丽英 

5 
基于软计算的兰州市公交线网优化模型研

究 

甘肃省建设厅项

目 
2 郑丽英 

6 粗集理论研究与应用 
教育部开放基金

项目 
2 郑丽英 

7 
 新型系列汽车灯具真空镀膜设备计算机

控制系统（2004ED860011） 

国家重点新产品

项目 
100 范多旺 

8 
智能交通系统与监控设备——智能交通铁

路车站信号数字化应急联锁系统 

信息产业部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基

金项目 

150 范多旺 

9 

铁路车站智能化控制成套设备及嵌入式软

件的开发与应用（财政部财建［2004］329

号，信息产业部信部运［2004］406 号） 

 信息产业部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 

100 范多旺 

10 
大型立式全自动控制真空镀膜机研究

（2GS047-A52-002-05） 

甘肃省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 
15 范多旺 

11 
计算机控制系统工业总线星型光通信系统

研究 

甘肃省教育厅项

目 
10 范多旺 

12 兰州工业设计快速成型服务中心建设 
兰州市校地合作

基金项目 
20 范多旺 

13 轻金属合金微弧氧化试验平台的研制 
兰州市科技发展

计划项目 
20 范多旺 

14 
 KINETIC MONTE CARLO 模拟薄膜生

长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 
8 范多旺 

15 全电子化计算机连锁系统 
国家科技部成果

推广 
100 范多旺 

16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哈密铁路分局 133 董海鹰 

17 复杂系统智能控制研究平台开发 
甘肃省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 
85 董海鹰 

18 G42 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电气解析 甘肃省自然科学 5 董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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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19 
集群智能控制的理论方法、算法研究及其

应用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 
8 董海鹰 

20 某机型操纵杆伺服加载系统 
兰州航空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 
5 董海鹰 

21 基于 Web 的图书馆共务网模型研究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 
12 李华 

22 
不确定大时滞复杂系统的先进控制应用研

究（3ZS042-B25-039）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 李华 

23 大时滞系统智能控制策略及仿真研究 

光电技术与智能

控制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2 李华 

24 酒泉钢铁公司西沟矿自动化工程 酒泉钢铁公司 170 王思明 

25 牵引供电及微机联锁模拟沙盘系统 

济南铁路工程集

团电务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66 王思明 

26 航天某型号单检设备研制 航天 510 所 9 王思明 

27 
仿 人 分 层 递 阶 智 能 控 制 研 究

（3ZS042-B25-027）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1.5 吴蓉 

28 神经网络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究 
甘肃省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 
30 党建武 

29 电信用户综合管理系统 甘肃电信 20 党建武 

30 神经网络模糊信息处理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 党建武 

31 
Multi- agent System 技术应用与研究

（ZS001-A2-024-G） 

甘肃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 党建武 

32 高原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系统技术研究 
甘肃省重点实验

室基金 
60 党建武 

33 神经网络用于故障诊断系统模糊信息处理 甘肃省科委 11 党建武 

34 
基于分散自律控制的铁路调度指挥管理系

统 

中日国际合作项

目 
6 党建武 

35 
铁路运输计划及调度信息中和技术与软件

（2GS047-A25-004-01） 

甘肃省科技攻关

项目 
10 党建武 

36 铁路公安信息系统 兰州铁路局 40 党建武 

37 计算机网络测试技术及其性能评价 
甘肃省自然基金

项目 
10 吴辰文 

38 IMES 无线通信现场安全预警检测系统 甘肃省移动公司 8 严天峰 

39 短波电台天线馈电自动监测系统 兰州军区装备部 35 严天峰 

40 基于软件无线电在短波波段的应用 兰州军区装备部 47 严天峰 

41 天馈装备自动监控与诊断系统 
甘肃亦峰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5 严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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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视频信号数字处理器电路板项目 
甘肃长风集团西

龙电子有限公司 
8 严天峰 

43 
“306”工程短波无线电通信正差干扰智能

化控制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

通信装备部 
12 严天峰 

44 
基于 DSP 的单板多路数字视频数据传输

系统 

兰州军区通信网

络技术管理中心 
6.5 严天峰 

45 
硅铁材料（Fesi）的磁畴与磁畴壁结构、

剩余损耗机理的微磁学模拟研究 

甘肃省科学技术

攻关计划项目 
20 逯迈 

46 
Numerical Dosimetry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瑞典 AFA 及 EU

（欧盟）资助项

目 

390 万

瑞典克

朗 

逯迈 

47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ing of Iron 

Losses and Hysteresis in Electhical 

Steels and Lmination 

国际合作（中英） 55 逯迈 

48 有限元法在机车牵引电机中的应用 
铁道部博士后基

金 
2 逯迈 

49 容易入侵关键技术研究 科技部 863 计划 50 伍忠东 

50 
无监督新闻视频语义分割与自动标注算法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18 伍忠东 

51 
容 易 入 侵 理 论 与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04106250） 
广东省科技厅 15 伍忠东 

52 基于免疫机理的入侵检测系统研究 
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10 伍忠东 

53 
信息基础设施 PKI 的容忍入侵的数字签名

方案研究 

深圳市科技计划

项目 
10 伍忠东 

54 “信号设备故障微机辅助诊断系统”研发 铁道部科研课题 32 刘润章 

55 
从比利时、西德、意大利、法国引进 2000

锭设备自控部分引进、消化、吸收全过程 

纺织工业部优秀

引进项目  
120 胡亚琦 

56 自控成球机的研制工作 
设备性能达到国

际同类先进水平 
12 胡亚琦 

57 GP601 染缸的自动化改造工作 甘肃省轻工厅 30 胡亚琦 

58 SM4099 型 IC 卡农用井灌智能管理系统 天水市 10 胡亚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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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实验中心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采购单价 采购时间 

HP 服务器   1 26000 200512 

HP 服务器   3 24900 200512 

清华同方 PC 机   30 5150 200307 

曙光 PC 机 曙光 1200A 2 6900 200509 

SUN 服务器 SUN FIRE 280R 1 121293 200409 

SUN 服务器 SUN FIRE V880 1 143523 200409 

浪潮服务器  浪潮 NP120 3 12381 200309 

浪潮服务器 浪潮 NF420 3 73155 200309 

浪潮服务器 浪潮英信 SP3000 1 186000 200309 

浪潮服务器 浪潮 NF260 1 17177 200309 

Nortel 核心汇聚交换机 Nortel  8610 1 263417 200402 

Nortel 核心汇聚交换机 Nortel  8606 1 215568 200402 

锐捷交换机 RG S6806E 1 101428 200512 

CISCO 路由器 CISCO7401ASR-CP 1 102990 200401 

CISCO 路由器 CISCO3745 1 146034 200401 

科士达 UPS 

2 台主机、64 节电池、4

套电池箱 2 20700 200311 

APC UPS SL20KH 1 162823 200501 

服务器 同创 PⅡ233 1 16800 199712 

服务器 HPPⅢ800512 118G 3 67314 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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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HP ML150 1 15300 200311 

服务器 HP ML150G2 5 28000 200504 

路由器 RT-Eudemon100 1 19950 200504 

千兆可堆叠交换机 LS-5516 1 30060 200504 

骨干交换机 LS-S3526C 5 9690 200504 

百兆工作组交换机 LS-2403H-EI-ENT-AC 60 2700 200504 

交换机 16 口 1 3300 200011 

交换机 24 口 1 5300 200011 

交换机 D-LINK16 口 4 2950 200111 

交换机 D-LinK1024 2 3150 200111 

交换机 D-LINK24 口 8 4750 200111 

交换机 DLINK16 口 1 1450 200211 

交换机 DLINK24 口 5 2250 200211 

交换机 实达 S1824 1 980 200305 

交换机 D-LINK 1024 1 1100 200310 

交换器 TL-SF1016 1 1150 200111 

集线器 D-LINK/16HOB 3 1800 199612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逐日 2000 6C/466 8 7000 2000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C300-CIB1 212 6280 2001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X900-PIB1G 华硕 40 7450 2001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ASUS 华硕 D700-NI/P41 19 7100 200206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开天 4600 25 5730 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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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子计算机 清华同方 100 8000 200306 

微型电子计算机 宏基 19 5690 200404 

微型电子计算机 方正 P42.8G 500 7424 200412 

台式计算机 文祥 E630 390 4950 200504 

打印机 LQ150K 1 2100 199404 

打印机 LQ1800K 1 4100 199404 

打印机 LQ-1600K 2 4000 199612 

打印机 1600K 1 3700 199709 

打印机 施乐 P8e 1 3200 199910 

打印机 EPSON 1600KⅢ 1 2850 200111 

打印机 LQ-1600KⅢ 1 2880 200111 

打印机 HP-LJ1100A 1 4850 200111 

打印机 EPSON 6200L 4 1480 200405 

激光打印机 N2500 1 8200 200504 

激光打印机 HP1000 1 2880 200111 

激光打印机 1160 6 3040 200504 

激光打印机 5100se 1 7000 200504 

喷墨打印机 HP-830 1 2750 199812 

绘图机 HP470bAHPOT700 1 40780 199806 

绘图机 HP 0 号彩色   78000 200506 

扫描仪 C800 1 1240 200504 

扫描仪 紫光 B6200 1 1280 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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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 紫光 A900 1 800 200409 

扫描仪 4870P 2 4600 200504 

扫描仪 Elite 5400 1 6390 200504 

扫描仪 9800XL 1 11000 200504 

稳压电源 JJW10KW 3 5100 199612 

稳压电源 10KW 2 5100 199612 

UPS 电源 山特 STKC3K 1 小时 2 25700 199612 

UPS 电源 山特 1 6700 200504 

净化电源 SJJW-50KVA 2 22650 200111 

净化稳压电源 JJW 2 2600 200011 

挂式空调机 RFR-43GW 5 1980 200503 

柜式空调机 美的 11 6780 200503 

空调 春兰 KFA-70LW 2 9500 199612 

空调 春兰 KFA-14W 1 9500 199612 

空调 春兰 KFR-140A 4 13500 200111 

数码摄像机 松下 GS400 1 9210 200506 

数码照相机 佳能 350D 1 25140 200506 

数码照像机 SONY717 1 7900 200211 

视频展台 晨星 1 3000 200503 

投影机 NEC 1 14000 200503 

投影机 NEC 1 12000 200503 

电动幕布 三星 120 寸 1 900 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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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子计算机 方正商祺 6100 58 5800 200111 

服务器 NL100 浪潮 3 37600 200111 

服务器 350M 1500 远程访问 1 25900 200111 

服务器 LISLO 2621 1 23650 200111 

集线器 P_LINK 2624 4 4600 200111 

交换机 CISCO 3524 1 25700 200111 

机柜 1.8M 1 1670 2001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方正 883YP4206/25 4 9000 200211 

打印机 ML1710 1 1860 200410 

扫描仪 U100 1 980 200410 

服务器 HPML150 1 19300 2004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方正文 E630 80 5580 200411 

扫描仪 清华紫光 1 850 200411 

微型电子计算机 浪潮 1 18150 200503 

台式计算机 文祥 E630 65 3460 200504 

UPS 不间断电源 1000VA 6 1020 200504 

计算机教学实验系统 TDN-CM+ 25 3520.94 200505 

爱普生打印机 EPSON 1 2600 200505 

打印机 惠普 1020 1 1720 200510 

数码相机 三星 1 3500 200602 

打印机 EPSON 6200L 1 1480 200405 

实验开发系统 EDAPro2k 15 1800 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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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子计算机 实达云图 100cb 16 4700 199912 

EDA 开发系统 KHF-3 40 2380.03 200412 

DSP 实验开发系统 EL-DSP-EXPⅡ 13 6320 200505 

ARM 嵌入式实验开发

系 EL-ARM-830 30 9702 200511 

联想深腾 1800 机群系

统 Legend 1800 1 752600 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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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学生获奖情况 

2005 年计算机水平考试系统分析师通过情况 

学生姓名 资格名称 

李廷温 系统分析师 

吴  昊 系统分析师 

参加甘肃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争获奖情况汇总表 

序号 语言 获奖级别 获奖时间 

01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5 年 

02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5 年 

03 DBASE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5 年 

04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6 年 

05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6 年 

06 FOXBASE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6 年 

07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7 年 

08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7 年 

09 FOXBASE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7 年 

10 PCSCAL 
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7 年 

11 FOXBASE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8 年 

12 PCSCAL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0 年 

13 PCSCAL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1 年 

14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1 年 

15 FOXPRO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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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2 年 

17 PCSCAL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3 年 

18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3 年 

19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3 年 

20 FOXPRO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3 年 

21 C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4 年 

22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4 年 

23 FORTRAN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05 年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情况 

1994 年 获奖人员 

全国一等奖            刘振 杨文青 何新宇   

全国二等奖 韩任忠 余宁 张宇宁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韩云哲 李安福 董组龙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付少纯 付新喜 齐云杰 

1995 年 
 

全国一等奖 何新宇 汞力平 庞晓林 

全国二等奖 赵京才 胡建新 冯德泉 

全国二等奖 马东升 龙维辉 马学锋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刑峰   孟凡栋 胡建华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戚利   丁远见 李诉军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吕青锋 许利峰 王乳明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张凤英 万传凤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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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全国一等奖 李建学 陈辉光 贺前   

全国一等奖 王兴军 陈元恒 高作祥 

全国一等奖 盛一俊 李立航 叶世斌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王刚   谢超   毕佳平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邢二平 朱孝永 张春辉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胡建新 杨博   翟春淘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王万静 史宪晟 许作锋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张利强 刘志钢 任波   

1997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一等奖 闵令建 黄毅   王纲敏 

全国二等奖 兰海   邢超   刘斌 

全国二等奖 陈宝丰 张利强 彭章辉 

1998 年  美国建模竞赛（MCM） 
 

MCM 二等奖 李建学 江涌   李震 

MCM 二等奖 谢永淘 邱东利 刑超 

MCM 二等奖 张利强 彭章辉 李金田 

1999 年 
 

全国二等奖 胡郁辉 赖家勇 夏文传 

全国二等奖 刑彦斌 黎强龙 詹显军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武传霞 李佳威 刘洲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范明皓 王卫   孙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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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宋永顺 高英刚 张建华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吴超   刘明汉 吴刚 

2000 年 
 

全国一等奖 刘博   吕任鑫 雷明淘 

全国二等奖 杨华中 赵建军 李全兵 

全国二等奖 李光涛 向万里 李文明 

甘肃省赛区特等奖 马双立 李红兵 贺喜祥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侯玉林 范明皓 魏福领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王松   靳国胜 李刚 

2001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二等奖 王华中    李国芳   徐宋奇 

甘肃省赛区特等奖  周朔鹏    王剑     李新波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姜旭龙    刘鹏     付广金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薛建伟    韩鑫     秦超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李全兵    张锦超   张建江 

2002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二等奖  刘洋      金贵林    刘罗军 

甘肃省赛区特等奖 张锦超    吴刚      余兴胜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唐怀齐    赵清涛    吴瑞广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张建江    邢国军    潦江华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付旭东    严峻龙    秦西谱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姜旭龙    陈怀军    孙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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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唐雨淋    张从光    赵常要 

2003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一等奖 陈怀军    栗伟       王学军 

全国一等奖 张领      唐怀奇     陈琦 

全国二等奖 庄代文    韩清澄     王国英 

全国二等奖 宁宁      杨春       郭宏宽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赵永辉    魏亚东     崔佳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王春风    王功远     郭佳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刘全      王立峰     赵山春 

2004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二等奖 李仲茹     王想红    李万竹 

甘肃省赛区特等奖 龙云翔     魏亚东    王功远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邱仁华     张雪华    陈世东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吴伟       陈东方    陈鑫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穆春涛     尤红霞    刘鑫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邓佳福     魏宝堂    刘磊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徐鹏       宋娟娟    程涛 

2005 年 获奖名单 

全国一等奖 习志辗     李兴      李家伟 

全国二等奖 王存国     李佳      蒋珍华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蔡华林     王海涛    张学琴 

甘肃省赛区一等奖 谢云娟     周定钊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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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杨鑫磊     葛梅梅    童郭鹏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邹文芳     赵锴      陈东方 

甘肃省赛区二等奖 顾大伦     刘谋旺    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