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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2016年度山东省本科高校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6年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立项申报和2012年度省级教改项目结项材料报送工作的通

知》（鲁教高函〔2016〕15号，以下简称《通知》），我厅组织

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和公示，确定2016年度省级本科高校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305项，其中省属高校资助项目151项、自筹经

费项目114项，部属高校项目40项。现将项目名单予以公布，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关高校要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指导，严格执行《通知》

要求，为自筹经费项目配备研究经费，组织好项目的实施、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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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项目进展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立项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二、项目主持人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应

按照实施计划开展研究与实践，建立完整的工作档案，及时展现

团队工作情况、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效等，努力提高项目研究水平

和效益，切实加强项目推广和应用。 

 

附件：2016年度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17 年 5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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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名单 

项目

类别 
所属学校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类型 
团队主要成员 

重点 山东大学 王少伟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下的基础力学

课程平台建设 

部属

高校

项目 

冯维明、许明田、王彦明、

刘广荣、张  波、宋  娟、

赵俊峰、王炳雷、赵茉莉 

重点 山东大学 张景德 
大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一

体化训练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部属

高校

项目 

孙康宁、李爱民、吕宇鹏、

朱瑞富、齐炳和、王丽君、

石  岩、毕见强、刘  新、

孙  平 

重点 山东大学 张晓峰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以多视角的管理学品牌课程

为例 

部属

高校

项目 

徐向艺、陈志军、钟耕深、

江  曦、张克宾、辛  杰、

郎剑峰、王  旭、徐  鹏 

重点 山东大学 曲春梅 
基于“2+1”培养模式的档案学专

业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部属

高校

项目 

赵爱国、王云庆、耿德良、

毕  牧、谭必勇、陈  建 

重点 山东大学 蒋晓芸 
高等数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教

学模式改革 

部属

高校

项目 

张天德、王洪英、王  玮、

黄宗媛、孙同军 

重点 山东大学 孔北华 
医学类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试验计划 

部属

高校

项目 

王立祥、葛少华、臧渝梨、

赵秀兰、张  建、王克芳、

张  娜、张泰松 

重点 山东大学 贾继辉 医学系列通识教育品牌课程建设 

部属

高校

项目 

徐延宝、刘奇迹、钟  宁、

王姿颖、贾存显、张  浩、

付  辉、贾  曼 

重点 山东大学 王华平 
如何正确地思考——大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提升研究与实践 

部属

高校

项目 

刘  杰、荣立武、苏庆辉、

吴童立、任会明、 

Kristjan Lassik 

重点 山东大学 郝兴伟 
面向计算机通识教育和创新人才

培养的计算机开放实验平台建设 

部属

高校

项目 

焦文江、杨兴强、刘  刚、

蔡晓军、杨占敏、李  蕴、

贾晓毅、巩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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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所属学校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类型 
团队主要成员 

面上 青岛大学 曹艳华 

地方高校人才分类协同培养机制

及系统优化设计——以青岛大学

为例 

资助

项目 

王忠厚、杨金龙、王庆金、

周咏梅、王崇锋、解  涛、

张  波、苗  莉、梁显忠 

面上 烟台大学 王林平 科技竞赛团队的组织与指导研究 
资助

项目 

王东兴、封  玮、刘殿通、

孟宪辉、葛永文、刘桂涛、

王  娇 

面上 烟台大学 张平华 

地方高校“秀外慧中”型卓越法

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以法律人的“工匠精神”为中

心    

资助

项目 

杨利军、林广会、范李瑛、

宋振武、刘经靖、亓健生 

面上 烟台大学 贺利坚 
地方高校基于大学生自带移动设

备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行动研究 

资助

项目 

马晓敏、翟一鸣、王玲玲、

郭艳燕、曲霖洁、徐莉苹、

原继东 

面上 潍坊学院 尹建民 
“工作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

究——以传媒类专业为例 

资助

项目 

王军华、马美琴、宗绪锋、

庄艳杰、石正涛、付雯雯、

宋作玲、武传涛、陈  奕 

面上 潍坊学院 王瑞兰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背景下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探索 

资助

项目 

徐国盛、杜  德、李长明、

侯崇升、邹  华、马云峰、

唐述宏、谷善茂  

面上 山东警察学院 王晓东 
经济犯罪侦查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资助

项目 

李绍昆、唐彦涛、马延霞、

潘  璐 

面上 山东警察学院 刘  鹤 
互联网背景下的法律教育改革研

究 

资助

项目 

王  伟、刘小生、朱迎春、

曾田田、孙玉凤、张立刚、

李晓卿 

面上 山东交通学院 马彩凤 
山东省地方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构

建与运行机制研究 

资助

项目 

姜月运、刘春丹、张艳霞、

尹义尚、张德宝、张  莹 

面上 山东工商学院 谢孟军 
基于素质能力拓展的“微课堂”

教学法研究 

资助

项目 

房德东、王淑婧、杨学坤、

王雪青、王冰心、孙  妩 

面上 山东工商学院 谷增军 

理念、路径、机制、制度的多元

整合：应用型本科会计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研究 

资助

项目 

俞  宏、吴丽梅、田志颖、

赵兴莉、周煜皓、韩岚岚 

面上 烟台南山学院 康秋燕 
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六

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资助

项目 

李爱宁、唐立波、陈忠全、

张佑印、马晓龙、曹书民、

周翠萍、杨玉芝、王丹丹  

面上 山东英才学院 徐贵丽 
与职业标准相衔接的工商管理专

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 

资助

项目 

董  萍、闫  娜、张  黎、

吕  竑、钮小萌、路  英、

徐建忠、丁  超 

administrater
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