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团队 
序号 名称 带头人 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级别 

1 设施农业教学团队 

邹志荣 2007 陕教高[2007]34 号 陕西省 

邹志荣 2008 教高函[2008] 19 号 国家级 

邹志荣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2 葡萄酒学教学团队 
李  华 2008 陕教高[2008]23 号 陕西省 

李  华 2009 教高函[2009]18 号 国家级 

3 森林保护学教学团队 

李孟楼 2009 教高函[2009]18 号 国家级 

李孟楼 2009 陕教高[2009]21 号 陕西省 

李孟楼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4 森林培育学教学团队 

赵  忠 2011 教高函[2011]12 号 国家级 

赵  忠 2011 陕教高〔2011〕7 号 陕西省 

赵忠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5 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 
康振生 2011 教高函[2011]12 号 国家级 

康振生 2009 陕教高[2009]21 号 陕西省 

6 农田水利教学团队 汪志农 2007 陕教高[2007]34 号 陕西省 

7 昆虫学教学团队 
花保祯 2008 陕教高[2008]23 号 陕西省 

花保祯 2015 陕教高〔2015〕13 号 陕西省 

8 农学教学团队 
何蓓如 

海江波 
2008 陕教高[2008]23 号 陕西省 

9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学团队 吴发启 2009 陕教高[2009]21 号 陕西省 

10 动物遗传学教学团队 陈  宏 2011 陕教高〔2011〕7 号 陕西省 

11 农科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王国栋 2011 陕教高〔2011〕39 号 陕西省 

12 森林生态学教学团队 张硕新 2011 陕教高〔2011〕39 号 陕西省 



13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教学团队 姚军虎 2012 陕教高〔2012〕36 号 陕西省 

14 农村金融教学团队 罗剑朝 2012 陕教高〔2012〕36 号 陕西省 

15 葡萄学教学团队 张振文 2012 陕教高〔2012〕36 号 陕西省 

16 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 黄丽丽 2012 陕教高〔2012〕36 号 陕西省 

17 耕作与农业生态学教学团队 廖允成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18 基础兽医学教学团队 童德文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19 农药学教学团队 张兴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20 
农业工程类力学结构系列课程教学团

队 
王正中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21 有机化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王俊儒 2013 陕教高〔2013〕30 号 陕西省 

22 动物育种学教学团队 刘小林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3 农村社会发展教学团队 付少平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4 软件工程教学团队 李书琴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5 森林植物学教学团队 张文辉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6 预防兽医学教学团队 杨增岐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7 作物生产学教学团队 海江波 2014 陕教高[2014]16 号 陕西省 

28 葡萄酒工程学教学团队 李  华 2015 陕教高〔2015〕13 号 陕西省 

29 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教学团队 姚顺波 2015 陕教高〔2015〕13 号 陕西省 

30 动物生物化学教学团队 孙超 2015 陕教高〔2015〕13 号 陕西省 

 
 

2011-2015 年省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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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农科大学物理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国栋 朱  杰 解迎革 李  霞 汪自庆       特等奖 

201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孟全省 霍学喜 姚顺波 高建中 刘海英       一等奖 

2011 
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的森林培育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王乃江 赵  忠             二等奖 

2011 
构建以能力为导向，循序渐进、模块衔接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

实验教学体系 
袁春龙 张予林 郭安鹊 房玉林 王  华       二等奖 

2011 
构建以复合型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新体系 
邹志荣 李建明 胡晓辉 王宏丽 陈红武       二等奖 

2011 面向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廖允成 海江波 冯  炜 韩  娟 温晓霞       二等奖 



2011 
教学约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制度创

新研究 
陈遇春 王  军 李海华 王俊儒 潘  瑞       二等奖 

2013 高等农业院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光强 陈遇春 王国栋 王  军 曲云峰       

特等奖 

李海华 廖允成 胡景江 苏  蓉         

2013 院所协同提升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吴发启 王进鑫 刘增文 王  健 张胜利       一等奖 

2013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生物学综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赵  忠 陈玉林 黄德宝 王国栋 胡景江       

一等奖 

姜在民 耿增超             

2013 弱势生源信息类人才应用能力培养之路 李书琴 张  阳 韩  宏 耿  楠 李建良       二等奖 

2013 农林高校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郭泽坤 刘华伟 文建雷 陈  鹏 张大鹏       二等奖 

2013 植物生产类专业多元贯通递进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廖允成 海江波 韩  娟 刘曙东 贠海燕       二等奖 

2013 农林学科优势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平台的建设与研究 段渊古 曹  宁 李志国 陈  敏 武冬梅       二等奖 

2013 学分制背景下的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模式探索与构建 马建华 刘瑞明 张永斌 李海华 刘业兴       二等奖 

2015 
基于化学与生物学交叉的应用化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高锦明 王俊儒 张继文 田均勉 张  强 王  磊 耿会玲   特等奖 

2015 森林保护学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践 谢寿安 陈  辉 李孟楼 郭新荣 余仲东 汪爱兰 成密红 王娟娟 特等奖 

2015 注重化学与农林科学交叉融合构建农科基础化学教材新体系 王俊儒 呼世斌 杨亚提 耿会玲 郭新华       一等奖 



2015 以需求为导向农业农村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构建与实践 赵  忠   王  雄   刘彬让 刘德敏  郭护团 李大寨 王立刚   二等奖 

2015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陈  军 黄玉祥 闫小丽 朱瑞祥 何东健       二等奖 

2015 农林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陈玉林 李海华 王  磊 刘卫军 潘  瑞       二等奖 

2015 
名师引领、勇于创新，立足国际化视野的“农业昆虫学”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 
仵均祥 李怡萍 刘同先  许向利 成卫宁       二等奖 

2015 
以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教

学改革与实践 
陈树林 卿素珠 赵善廷 赵慧英 徐永平       二等奖 

 

省级以上课程资源 
 

序号 课程名称 获批年度 课程负责人 学院 类别 备注 

1 昆虫分类学导论 2012 花保祯 植物保护学院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2 动物营养与低碳健康养殖 2013 姚军虎 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3 
飞来横祸——迁飞性害虫发生与防

治 
2014 仵均祥 植物保护学院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4 动物繁衍的奥秘 2014 胡建宏 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5 葡萄酒工艺学 2012 李华 葡萄酒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6 灌溉排水工程学 2012 汪志农 水建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7 动物遗传学 2012 陈宏 动物科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http://www.icourses.cn/viewVCourse.action?courseCode=11924V002
http://www.icourses.cn/viewVCourse.action?courseCode=11924V002


8 森林昆虫学 2012 李孟楼 林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9 牧草栽培学 2013 呼天明、龙明秀 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0 农业生态学 2013 廖允成 农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1 普通昆虫学 2013 花保祯 植保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2 森林生态学 2013 张硕新 林学院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3 园艺设施学 2003 邹志荣   国家级精品课程   

14 普通昆虫学 2004 花保桢   国家级精品课程   

15 灌溉排水工程学 2004 汪志农   国家级精品课程   

16 计算机应用基础学 2004 李书琴   国家级精品课程   

17 动物遗传学 2009 陈 宏   国家级精品课程   

18 森林昆虫学 2005 李孟楼   国家级精品课程   

19 葡萄酒工艺学 2007 李  华   国家级精品课程   

20 葡萄酒品尝学 2010 王  华   国家级精品课程   

21 牧草栽培学 2010 呼天明   国家级精品课程   



22 农业生态学 2010 廖允成   国家级精品课程   

23 森林生态学 2010 张硕新   国家级精品课程   

24 植物化学 2010 高锦明   国家级精品课程   

25 园艺设施学 2003 邹志荣   省级精品课程   

26 微生物学 2003 薛泉宏   省级精品课程   

27 兽医临床诊断学 2003 王建华   省级精品课程   

28 遗传学 2003 何蓓如   省级精品课程   

29 普通植物病理学 2004 康振生   省级精品课程   

30 普通昆虫学 2004 花保桢   省级精品课程   

31 现代企业管理学 2004 姚顺波   省级精品课程   

32 畜产食品工艺学 2004 蒋爱民   省级精品课程   

33 葡萄酒品尝学 2004 王  华   省级精品课程   

34 灌溉排水工程学 2004 汪志农   省级精品课程   

35 数学图象处理 2004 何东健   省级精品课程   



36 计算机应用基础（高职） 2004 李书琴   省级精品课程   

37 货币银行学 2004 罗剑朝   省级精品课程   

38 农业昆虫学 2005 仵均祥   省级精品课程   

39 土壤侵蚀原理 2005 吴发启   省级精品课程   

40 农业植物病理学 2005 黄丽丽   省级精品课程   

41 植物病害流行学 2005 杨之为   省级精品课程   

42 果品蔬菜储藏运销学 2005 刘兴华   省级精品课程   

43 葡萄酒工艺 2005 李  华   省级精品课程   

44 森林昆虫学 2005 李孟楼   省级精品课程   

45 森林培育学 2005 赵  忠   省级精品课程   

46 动物营养学 2006 姚军虎   省级精品课程   

47 昆虫生态与测报 2006 赵惠燕   省级精品课程   

48 植物育种学 2006 巩振辉   省级精品课程   

49 园艺产品储运学 2006 饶景萍   省级精品课程   



50 园艺学概论 2007 程智慧   省级精品课程   

51 农业生态学 2007 廖允成   省级精品课程   

52 植物生理学 2007 张继澍   省级精品课程   

53 生物化学 2008 郭蔼光   省级精品课程   

54 大学物理 2008 王国栋   省级精品课程   

55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 2008 张彦明   省级精品课程   

56 动物生理学 2008 欧阳五庆   省级精品课程   

57 会计学基础 2008 郑少锋   省级精品课程   

58 植物化学 2009 马柏林   省级精品课程   

59 遥感原理与方法 2009 常庆瑞   省级精品课程   

60 成本会计 2009 孟全省   省级精品课程   

61 蔬菜栽培学 2009 程智慧   省级精品课程   

62 园艺植物病理学 2009 马  青   省级精品课程   

63 兽医传染病学 2009 杨增岐   省级精品课程   



64 昆虫学概论 2009 仵均祥   省级精品课程   

65 试验设计与分析 2010 员海燕   省级精品课程   

66 牧草栽培学 2010 呼天明   省级精品课程   

67 农业概论 2010 廖允成   省级精品课程   

68 植物保护学 2010 花  蕾   省级精品课程   

69 资源昆虫学 2010 张雅林   省级精品课程   

70 有机化学(农林生物类） 2011 王俊儒   省级精品课程   

71 动物育种学 2011 刘小林   省级精品课程   

72 汽车拖拉机学 2011 师帅兵   省级精品课程   

73 果树栽培学 2011 范崇辉   省级精品课程   

74 工程测量 2011 李援农   省级精品课程   

75 动物育种学 2012 刘小林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76 森林培育学 2012 赵忠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77 森林昆虫学 2012 李孟楼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78 普通昆虫学 2012 花保祯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79 农业昆虫学 2012 仵均祥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0 农业植物病理学 2012 黄丽丽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1 普通植物病理学 2012 孙广宇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2 土壤侵蚀原理 2013 吴发启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3 现代企业管理 2013 姚顺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4 农业生态学 2013 廖允成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5 试验设计与分析 2013 员海燕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6 遗传学 2013 刘曙东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7 昆虫生态及测报 2013 赵惠燕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8 园艺植物病理学 2013 马青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89 农业有害生物治理 2013 李怡萍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0 植物保护学 2013 张世泽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1 有机化学 2013 王俊儒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2 兽医传染病学 2014 杨增岐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3 资源昆虫学 2014 张雅林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4 植物病害流行与测报 2014 胡小平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5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VB） 2014 李书琴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6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 2015 张彦明 动物医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7 农业概论 2015 温晓霞 农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改造升级 

98 动物生物化学 2012 张智英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99 树木学 2012 张文辉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0 葡萄酒工程学 2012 杨继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1 植物化学保护 2012 冯俊涛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2 环境化学 2013 梁东丽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3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2013 党进谦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4 水力学 2013 吕宏兴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5 葡萄品种学 2013 惠竹梅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6 设施蔬菜栽培学 2013 李建明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7 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 2013 杨振超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8 牛生产学 2014 昝林森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09 动物病理解剖学 2014 童德文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0 环境监测 2014 梁东丽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1 材料力学 2014 闫宁霞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2 工程水文学 2014 王双银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3 鼠害防治 2014 冯纪年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4 农药毒理学 2014 马志卿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5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2014 李书琴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6 Java EE 技术 2014 张阳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7 动物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2015 陈树林 动物医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8 环境学概论 2015 强  虹 资源与环境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19 种子学 2015 马守才 农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20 农业机械学 2015 党革荣 
机械与电子工程

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21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2015 严宝文 
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22 水利水能规划 2015 王双银 
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23 葡萄酒化学 2015 袁春龙 葡萄酒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124 农药学 2015 胡兆农 植物保护学院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新建 

 

国家级规划教材 

序号 教材名称 第一主编 出版社 

1 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 邹志荣、邵孝侯 中国农业出版社 

2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第四版） 张彦明、佘锐萍 中国农业出版社 

3 数字图像处理（第二版） 何东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 

有机化学——结构和性质相关分析与功能（第三版） 傅建熙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实验 王俊儒、马柏林、李炳奇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三版） 呼世斌、翟彤宇 高等教育出版社 

6 农业生态学 廖允成、林文雄 中国农业出版社 

7 

蔬菜栽培学总论 程智慧 科学出版社 

蔬菜栽培学各论 程智慧 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