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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刘  炼 教  授 项目主持 

2 刘  欣 副教授 项目实施 

3 姜宝君 副教授 项目实施 

4 孟令帅 副教授 项目实施 

5 李荣达 讲  师 项目实施 

6 杨双阳 助理研究员 项目组织与管理 

7 张  帅 助理工程师 项目实施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中心于 2014 年获批省级实验教学中心，是音乐

学院本科生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结合学院音乐与舞蹈人才的培养目标，拟通过本项目

着力开展多种类型课程的实验教学建设，不断完善课程结构，探索建立音乐与舞蹈专业

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培养符合专业发展需要、满足社会需求、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的综合型音乐舞蹈人才。 

一、学科专业发展方面 

   1.亟需进一步凝练音乐与舞蹈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思想，逐步形成具有学科特色和

师范院校教学特点的实验教学理念，加大对实验教学与实验课程建设的宣传，增强师生

自觉主动参与实验教学工作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2.亟需加大对具有音乐与舞蹈特色的实验教学理论研究，加强制度建设与保障体系

建设，进一步为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与条件。 

   3.亟需以实验教学改革为核心，积极组织开展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研究，打破长期

以来师傅带徒弟“经验性”的教学模式，扎实开展实验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的研讨、

效果的评价、质量的评估等方面工作，探索和总结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的特殊规律，将

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科学、规范、稳步推进。 

二、专业培养方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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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亟需从音乐与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入手，进一步加大学生主动学

习、特别是 

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多环节相互衔接

的科学系统的实验教学体系。 

2.亟需明确实验教学环节，进一步加强实践活动的课程化管理，加大教学监控的力

度，规范课 

程评价与考试流程，探索规范化的音乐与舞蹈专业实验教学课程管理机制。 

3.亟需构筑实验课程体系，大力推进音乐与舞蹈，特别是音乐“一对一”传统教学

模式的教学 

内容改革，大力推动多声部、合作性实验教学课程的建设。 

    4.亟需及时总结实验教学经验，探索实验教学管理方法，努力形成一系列具有学校

特色的实验教学项目和教学曲目。 

    5.亟需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紧跟先进文化发展和时代要求，不断拓展实验教

学的形式与内容，适时向社会转化实验教学成果，以满足当前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 

三、实验开课现状方面 

    目前学院针对学科基础、专业主干、专业系列和应用实践四类课程开设了声乐、钢

琴、管弦、舞蹈、流行、作曲等方面的教学实践类课程，课程开设情况较好，但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且由于部分教学设备不足、老化与更新换代不及时等情况，影响了学院本

科实践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四、存在问题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音乐人才的需求标准逐步提高，各院校逐步重视培养音乐与舞蹈

专业学生的演唱水平、演奏技能、舞蹈技能、即兴伴奏和自弹自唱等方面的能力。而我

院现有的教学设备较为陈旧，已不足以支撑学院完成音乐与舞蹈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无法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优化和提高，提供必要的硬件保障，故现亟需通过

本项目扩充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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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 

一、覆盖专业 

本项目建设覆盖音乐学（师范）、声乐演奏、钢琴演奏、管弦乐器演奏和电脑流行

音乐 5个本科专业，惠及近 500余名本科生。 

二、涵盖课程 

本项目建设将涵盖专业教育基础课程、专业教育主干课程、专业教育系列课程以及

专业实习共四类教学实践类课程，涉及 60 多门课程，且绝大多数为专业必修课，主要

课程名称及课程性质如下： 

视唱练耳 1-4（专业教育基础课程）； 

声乐 1-6（专业教育基础课程）； 

钢琴 1-6（专业教育基础课程）； 

声乐演唱 1-7（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钢琴演奏 1-7（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歌曲钢琴伴奏配弹 1-2（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钢琴室内乐 1-2（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钢琴即兴伴奏 1-2（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钢琴伴奏 1-2（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重唱与歌剧表演 1-2（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专业技能教学实践 2（专业教育系列课程）； 

乐器演奏 1-7（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管弦乐合奏 1-8（专业教育主干课程）； 

专业实习 1（专业教育实践课程）等。 

学院申请本项目建设，以提高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提高学院本科学生的专业

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 

三、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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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以 2014 年成立的省级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中心为重要依托，在音乐和舞蹈方

面均取得一定成果，但部分环节仍亟待加强，具体情况如下： 

    1.音乐学（师范） 

作为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音乐学院,经过 7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在全国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音乐学（师范）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教学水平。

根据 201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主

办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基本功展示活动等举措，表明未来国家和社会亟需高校

培养卓越的中小学音乐与舞蹈教师，也就需要师范院校对学生在课堂教学、歌唱与钢琴

伴奏、钢琴演奏、中外乐器演奏、自弹自唱、合唱指挥等方面同步培养、发展和提高。

目前，在国内音乐教育方面普遍存在学生的自弹自唱和钢琴即兴伴奏水平差强人意的现

象，同时这两项也是本科音乐教育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此外，卓越中小学音乐教师需

要毕业生同时掌握演奏钢琴和其他中外乐器的能力，并且声乐和钢琴技能的学习，是其

他技能如自弹自唱、合唱指挥等的基础，所以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声乐和钢琴技能基础是

非常必要的。 

   2.音乐学（普通） 

    我院音乐学本科生在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校园歌手大

赛、全国声乐比赛、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活动中屡获佳绩，但与国内九大音乐学院的

音乐专业学生相比，学生在声乐演唱、钢琴演奏、乐器演奏、管弦乐合奏、作曲、电脑

音乐制作等方面的能力较差，舞台实践能力和表现能力较弱。为了弥补与其之间的差距，

学院计划继续强化本科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故须购置先进的音乐教学器材，使学生能

够通过本项目的支持，得以接受到国内外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和教育机会，让学生在教

师指导、自主学习和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针对薄弱技能环节加以练习，加强学生的

专业技能水平，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四、建设特色 

  1.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水平 

  进一步完善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通过购买九尺三角教学演奏钢琴、自动

伴奏演奏钢琴和多媒体化专业实践技能教学设备，强化基础教学，加强学生声乐、钢琴

演奏等基础环节，强化学生自弹自唱、钢琴即兴伴奏、钢琴演奏、声乐演唱等薄弱方面

的教学，将有助于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整体技能水平，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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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建设音乐学网络资源平台 

  购买各专业的实践技能教学设备，可以显著增加学生的学习机会，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果，在此基础上，学院可利用具有实时录制功能的教学设备及系统，有效收集、积累

音乐和舞蹈专业的网络教学资源，将其进一步发展为音乐与舞蹈网络资源平台，打造东

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专业特色网络共享课程。 

 3．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 

  通过项目建设，可以促进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实验教学中心作为省级示范中心

面向吉林省广大市民开放，实现艺术资源有效共享的应有职能，充分发挥高校的社会服

务功能。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一、购买九尺三角钢琴。1台施坦威九尺三角钢琴 153.0万 

总预算为 153.0万。     

第一季度完成 

二、购买自动伴奏基础教学用琴。预算包括 6台具有自动伴奏功能的三角钢琴，每

台 11.5万。 

总预算为 69.0万。     

第一季度完成 

三、建设双钢教学实验室 1 个，共 2 台具有自动伴奏功能的三角钢琴，每台 11.5

万。 

总预算为 23.0万。     

第一季度完成 

四、购买多媒体化专业实践技能教学实验设备。预算包括 17套设备，包括一体机、

USB外置声卡、有源音箱、电视及相配套的线材等，每套 1.52万元。 

总预算为 25.84万。      

第二季度完成 

五、购买管弦系教学基础设备。预算包括一架竖琴 22.49万。 

总预算为 22.4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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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完成 

六、钢琴调律教学及应用设备  预算包括电脑及调率软件，钢琴调律工具，钢琴内

构模型，雕刻机，声学分析仪等。 

总体预算为 9.1万 

第一季度完成 

七、教学多媒体设备。预算包括录音用教学设备一套，3.79 万，教学用多媒体一

套 0.78万。 

总预算为 4.57万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价 现购置数 现单价 

总价 

（含自筹） 
自筹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散) 

1 九尺三角钢琴 D-274 

1、尺寸：长度约 274cm，宽

度约 157cm，重量约 480kg 

2、饰面：黑色 

3、外壳：桃花心木构成的外

壳，硬质枫木构成的内壳。 

4、弦轴板：9 层硬岩枫木叠

层， 

5、琴槌：上好羊毛顶呢，覆

盖在经过防虫、抗潮处理的

上好羊毛芯呢上；压力弯曲

成梨形，带有加强槌肩、桃

花心木木芯，枫木或角树木

的槌柄。 

6、止音器：配有上好羊毛的

实心桃花心木止音头。 

7、肋木：必须带有 13 个实

心直纹云杉肋木；肋木必须

完全嵌入内壳，以固定音板

的冠状结构 

8、铸铁板：必须由灰口铸铁

成、真空铸造、镀铜、上漆。 

9、琴键：材料必须含有纯正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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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杉木材，需要逐个平衡

和配重；材料上层有防裂、

抗污人造 /复合黑键皮和人

造象牙白键皮。 

10、调律钉：优质蓝钢，带

防锈镀镍头 

11、弦列：交叉弦列：组合

式别弦钮，前后双重泛音列 

12、击弦机：所有运动部件

均必须由实木枫木（不带塑

料）制成。 

2 
自动演奏三角钢

琴 
DGC1 

传统原声钢琴原厂附带自动演

奏系统 

配备非接触式传感器，用来感

测键盘及踏板运动时的位置、

速度。 

录音及回放功能：系统自带录

音和回放功能，乐曲播放时键

盘和踏板随动 

8  8    集中 

3 一体机 5460 

屏幕尺寸 23.8 英寸，CPU 酷睿

i3 8 代系列 

内存 8GB，硬盘：128SSD，1TB

机械 

17  17    集中 

4 USB 外置声卡 UR242 模拟线路输入 2 Combo，2 TRS 17  17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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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输入 2（D-PRE），HiZ 输入 

1 

大采样频率 192 kHz，频率响

应范围 20 Hz to 22kHz，动态

范围 101 dB 

5 有源音箱  HS8 

音箱类型 2 路双功放有源工作

室监听音箱 

频率响应 -10dB 38Hz-30kHz 

HF 1" 半球形，输出功率 总共 

120W 

输入灵敏度/阻抗 -10dBu/10k 

ohms 

17  34    集中 

6 音频信号分配器 2进 8出 

插头：XLR，母，输入规格：电

子平衡/RF 滤波 

阻抗：>40K 欧 滤波器类别：

Butterworth ， Bessel 或

Linkwitz-Riley 

17  17    集中 

7 竖琴 练习曲 47 

【1】枫木 

【2】高度 187 厘米，重量 35.5

公斤 

【3】弦数：47 弦（音域 C-G）。 

【4】附属品：天鹅绒外罩，调

音锤。 

1  1    集中 

8 台式电脑 刃 7000 
处理器 I5 内存 8G 硬盘

128GSSD+1TB 
1  1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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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笔记本电脑 E480 
处理器 I5 内存 8G 硬盘

128GSSD+1TB 
1  1    分散 

10 调律软件  可直观体验音准 1  1    分散 

11 钢琴模型  单键 1  1    分散 

12 钢琴模型  12 键 1  1    
分散 

13 钢琴模型  24 键 1  1    
分散 

14 雕刻机 cnc001  1  1    
分散 

15 普通工具  台转、锁钳、扁锉等 1  1    
分散 

16 声学分析仪  分析钢琴频谱曲线 20Hz-20kHz 1  1    
分散 

17 声级计 TES-B53S 
声压准确度正负 1.5dB,声压频

率响应 30Hz-8kHz 
1  1    

分散 

18 调律工具  
调整三角钢琴（调率、调整击

弦机，整音） 
1  1    

分散 

19 调律工具  
调整立式钢琴，维修钢琴击弦

机 
1  1    分散 

20 
录音用教学设备

一套 
 

主板:华硕 X299;CPU:i7 7820  

8 核 16 线程;内存:海盗船 16G 

DDR4×8;硬盘:三星 256G M.2;

硬盘:三星 SSD 1TB;显卡:微星

  1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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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8G;显示器:LG320k550;声

卡:德国 rmeifireface800。 

21 
教学用多媒体一

套 
 

M410 I5-7500内存 4G 硬盘 1T

和 120GSSD 1G  W10 22 寸显

示器;万讯中控。 

  1    分散 

合计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