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获奖项目 获奖人员 单位 获奖等级

1
《电子技术基础》实践教学环

节系统优化
马爱梅黄旭钱步仁王海双凯张巍曹文举 化工 1995年首次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 新石油主干专业创建
张一伟沈本善吴元燕张铁林管守锐李相

方王尚旭
资信 1995年首次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3
石油高等工程教育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张嗣伟管守锐王志成印德秀李云环单红

军刘韵秋张云祥蔡生根吴云芳
教务处 1995年首次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4
石油高等工程教育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张嗣伟管守锐王志成单红军刘韵秋 教务处 1997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5 沉积岩石学 冯增昭赵澄林管守锐方少仙信荃麟 资信 1997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6
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有力组织
措施--成立系级教学工作专家

组

方华灿史安莲张来斌傅雅琳梁华庆任瑛
吕明瑾

机电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7
石油高校勘探类人才培养模式

与课程体系改革
张一伟管守锐张云福胡庆喜戴启德张或

丹颜其彬
资信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8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建设与改

革
张宏张来斌吴世德梁华庆傅雅琳 机电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9 改革教学管理优化培养模式 翟应虎罗维东李红伟王云刘丽萍 教务处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历年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0 石油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 张士诚汪志明翟应虎鄢捷年赵雄虎 石工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1 《最优化应用技术》（教材） 卢名高刘庆吉 数理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2
地质工程专业的创建与改革实

践
王尚旭管守锐刘震鲍志东朱筱敏 资信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3
化学工程专业及课程体系的改

革与实践
吴肇亮朱建华俞英詹亚力郭绍辉高芒来

赵淑英沈志虹张坤山刘艳升
化工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4
石油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与课

程体系改革
罗维东张嗣伟管守锐王志成刘韵秋张云

祥郝书会薛谦李小平杨丛笑
研究生院 1999年第二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5
工科本科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陈安乐陈明孙为徐方富梁景伟张国林赵

秀凤
数理 2000年第三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6
石油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的研究与

实践
张宝生吴秋南王琳马义飞刘毅军 工商 2000年第三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7 《应用数值分析》（教材） 文世鹏杨小远张明陈安乐 数理 2000年第三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8
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
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王尚旭刘震费安玮季汉成高先志王守东
柯式镇周建勋方朝亮肖淑蓉

资信 2000年第三届石油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
石油主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
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张士诚王尚旭翟应虎赵雄虎童亨茂 石工 2001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
构建点面结合的阶梯式动态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
张来斌、翟应虎、肖磊、李红伟、王云 教务处 2004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1
石油高校流体力学实验室创新

体系研究
曹文华、汪志明 石工 2004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2
多规格、多元化“国际合作型
”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与研究

汪志明、孙旭东、薛谦、董秀成、胡庆
喜

石工 2004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改革研究生
培养模式—面向石油工业的开
放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张来斌、鲍志东、张士诚、朱筱敏、王
英国

研究生院 2004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4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改革研究生
培养模式—面向石油工业的开
放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张来斌、鲍志东、张士诚、朱筱敏、王
英国

研究生院 2005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5
实施精品战略，建设石油勘探

开发品牌专业
柳广弟、陈勉、朱筱敏、刘慧卿、吴胜

和
教务处 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6
面向中国石油工业的国际化人
才支撑体系的探索与建设

张来斌、吴小林、汪志明、孙旭东、薛
谦

教务处 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7
《石油加工工程》综合课程体

系的构建与应用
徐春明、高金森、李瑞丽、孟祥海、周

亚松
化工 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8
《沉积岩石学》（第三版）

（教材）
赵澄林、朱筱敏、季汉成、金振奎、鲍

志东
地学 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9
本科订单式人才培养新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张士诚、吴晓东、陈小宏、王云、韩尚

峰
教务处 2008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30
实施精品战略，建设石油勘探

开发品牌专业
柳广弟、陈勉、朱筱敏、刘慧卿、吴胜

和
教务处 200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31
化工类多元化和国际化研究生

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
郭绍辉 化工 200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32
适应国家海外油气战略的资源
国留学生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张来斌、孙旭东、陈小宏、董朝霞、张
永学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3
满足行业需求，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多目标石油主干专

业人才

张士诚、程林松、谢庆宾、孟祥海、李
振林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4
全日制工程型硕士研究生实践
能力协同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

吴小林、汪志明、张来斌、雍太军、宁
正福、蔡东青、赵武生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5
传承石油文化精髓，创新素质
教育手段，引领学生服从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雷玉江、王英国、岳长涛、周玉成、梁
永图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6
实施优势转化战略，强化工程
实践教学环境建设，提升实践

教学质量

徐春明、詹亚力、罗雄麟、于达、隋微
波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37
学科引领、创新驱动、特色发
展、开放培养的博士生培养模

式
宫敬、陈勉、高德利、张劲军、李根生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38
构建外籍员工继续教育新模

式，服务中国海外油气发展大
战略

庞雄奇、薛谦、杨薇、武军利、曹学庚 教务处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39
共享优质资源，建设《沉积岩

石学》国家精品课程
朱筱敏、姜在兴、邵龙义、何幼斌、季

汉成、谢庆宾、钟大康
地学院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40
以工程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
的化工专业基础课程群的建设

卢春喜、郭绪强、刘艳升、陈光进、刘
梦溪

化工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41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

与实践
李海生、陈明、王锁柱、张晓明、曹永

存
信息学院 2013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42
油气勘探开发研究生“四维-
双平台”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吴小林/曾溅辉/张广清/张永学/王贵文
/岳大力/雍太军/宁正福/金衍/安勇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43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下数理公共
基础课程教育教学模式MPC-

CDIO的研究与实践

郭绍辉/张瑛/王芳/刘建军/王爱军/严
彦文/钟寿仙/张鹏/林春丹/张万松/冷
文秀/高阳/王玉凤/陈小民/林鹏/赵昆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44
创新面向真实生产过程的实践
教学平台，培养新时期石油工

程设计人才

李根生/程林松/梁永图/田守嶒/陈勉/
宁正福/宋先知/韩国庆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45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强化实践
教学环节，探索专业教学模
式，培养工程实践能力

徐春明/孟祥海/李瑞丽/魏强/黄星亮/
高金森/周亚松/刘植昌/张文慧/张睿/

杜巍/孙学文/谭华平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46
持续求精的《运筹学》课程全

方位建设与教学实践
张宝生/沈庆宁/夏良玉/郑玉华/唐旭/

梁永图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47
多类型协同多语种联动培养服
务于“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

作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赵秀凤/徐方富/修文乔/连洁/逯义峰/
江淑娟/刘瑾/白英倩/郑世高/胡大为/

李雪梅/邓听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48
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能源经济

专业培养模式

冯连勇/范英/唐旭/王建良/孙竹/张宝
生/赵晓丽/沈庆宁/周红军/方虹/苏素/

王宇波/王正明/张华明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重庆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49
创新型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TOP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薛谦/郝庆华/耿娇娇/黄赤/杨海波/齐
树斌/陈少华/李峰/田勇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中国石油天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50
全程、深度、共赢——校企合
作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张士诚/詹亚力/吴胜和/安永生/柳广弟
/韩国庆/陈冬霞/张宏/程林松/陈小宏/
谢庆宾/张劲/鲜本忠/谷海峰/周晓峰/

樊洪海/高秋香/任洁梅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中国石油新
疆油田分公

司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51
继续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的

探索与实践
李炜、赵敏、王小萍、陈慕菁、陈崇河

等

北京语言大
学、北京奥
鹏远程教育

2017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52
构建“生本教育生态”改革体
系，提升石油类专业学生三种

核心能力
韩国庆（排名16）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中国石油

2017年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53
油气勘探开发研究生“四维-
双平台”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吴小林/曾溅辉/张广清/张永学/王贵文
/岳大力/雍太军/宁正福/金衍/安勇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54
全程、深度、共赢——校企合
作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张士诚/詹亚力/吴胜和/安永生/柳广弟
/韩国庆/陈冬霞/张宏/程林松/陈小宏/
谢庆宾/张劲/鲜本忠/谷海峰/周晓峰/

樊洪海/高秋香/任洁梅

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
中国石油新
疆油田分公

司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