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校级教改项目（含自编规划教材）立项评审结果公示

近日，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 2020 年校级教改项目（含自编

规划教材）立项进行了评审，确定了校级教改项目立项 43 项，

自编规划教材立项 3 项。现将评审结果（见附件）予以公示，公

示期 5 天。

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者，以书面形式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报教务

处 B208。电话：3196160。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21 年 5 月 26 日



附件：
济宁学院 2020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主要成员

1

以“立德树人”培养目标为导向的中

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

究

孔德凌
周晴、吴宪贞、段春杨、李艳、颜

伟

2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写作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
杨梅英

杨景生、赵双花、葛艳丽、孙毓晗、

刘晔菲

3
《文化产业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与实践
吴春华 侯颖、李爱兰、杨书娟、许雁萍

4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英美文学“课程

思政”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肖冠华 杨楠、张颖、范莉、孔迁迁

5
基于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二外日语

课程改革与实践
刘义翠 张金霞、付婷婷、丁文霞

6
应用型本科高校“双师型”教师专业

发展及生态构建
曹光海 李群、张邦伟、陈龙、王世嫘

7
基于 PIRLS 调研的《教育统计学》课

程实践教学研究
姚颖

贾英侠、张婷、李盟、孟盈、张虎、

姚梦奇

8
师范专业认证视角下小学教育专业

《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储旭 李群、孟盈、邓菲菲、李艳秋

9
地域角度下传统手工艺学与学前教

育专业手工类课程的融合研究
田萌 李南、曹芹、姚颖

10
儒家文化文创基地运营模式研究助

力高校应用型转化发展
张继华

卢强、刘乾、李富荣、马庆峰、谢

菲、李明聪

11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环境设计专

业实践教学课程改革研究
王战戈 丰兴军、杨晓青、丰青子、田怀东

12
基于“雨课堂”模式的《油画静物临

摹课》教学实践改革研究
樊红蕖 杨晓青、鲁永、李娜

13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基础上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在绘画技法课程教学的改

革研究

高永强 张继华、樊红蕖、李娜

14
关于高校手风琴重奏课教学模式的

创新研究
孙淑平 胥国红、江静、张爽

15 古典舞创新教学模式研究 孙爱莉 江静、徐晓彤、马潇、于国维

16
课程思政导向下《艺术概论》教学改

革
白洁

刘先进、徐毅、赵小林、王倩倩、

靳晓航、王凯

17
“互联网＋”时代高校舞蹈教学模式

创新研究
石晓蕾 王鲁宁、徐晓彤、马潇

18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高师钢琴教学创

新方法研究
李雪锦 江静、高珊、党芳



19
人工智能时代金融工程专业《会计学

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张秀 王绍锋、邢仕宏、杨书娟

20 小学数学作业的研究 宁燕 柳晔、鹿道伟、李忠豪

21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济宁大学园

《线性代数》教学改革研究
张文华 申莹、鹿道伟、刘军

22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工业机器

人编程》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夏自祥

张清阁、崔祥府、李小冬、

张利

23

基于能力培养的高效课堂教学手段

与方法改革研究--以《半导体材料》

为例

王伟娜 姜晓辉、马育栋、焦明春

24
面向模拟电子技术实验需求的电子

线路 CAD 及其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田涛

张营、王伟、陈立锋、

孙九瑞

25
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物联

网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贾蕊鲜 张营、王伟、孙九瑞、王程程

26
基于能力培养的物理化学教学方法

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静 卢志华、翟倩倩、焦明春、冀焕明

27
新工科背景下《自动控制原理》课程

创新性教学改革研究
夏海燕 韩冰、 朱伟伟、 张璇、胡令冲

28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究
张利 崔祥府、夏自祥、祝雁辉、张荣华

29
地方高校师范生实习支教现状、存在

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宁学院为例
吕永田 臧玉强、隋秀明

30
基于微课和虚拟仿真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在安全管理学课程中的应用
姬保静 武泉林、武泉森、卓金龙

31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生物制药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改革和探究
师艳秋

尹春光、赵强、宋文路、李明丽、

常彦红

32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生物制药专业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王超

宋文路、彭浩、秦宏伟、杨永涛、

冯磊、师艳秋、杜昕昕、张兆和、

俞海洋

33
以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

黄酒工艺学金课建设及实践
王元军 林范学、冯磊

34

基于“工科认证”背景下《食品安全

与卫生学》四位一体混合教学法探索

和研究

魏海香
梁宝东、李湘利、王元军、刘静、

薛丽萍、赵敏

35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食品工

艺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薛丽萍

徐爱东、李湘利、王元军、魏海香、

刘静、赵敏

36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SPOC 的教学

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为例

朱九滨
梁宝东、姜洁、孔军、胡彦营、林

范学

37
立德树人背景下武德融入武术课的

教学实验研究
林绍伍

刘鹏、韩华、曾玉山、陈龙、宋丽

维、马东顺、朱强



38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公共体育课

俱乐部制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证研究
杨皖霖

谈晓矛、徐刚、韩华、刘鹏、刘俊

来、潘文博

39
运动处方模式在公共体育课羽毛球

教学中的应用
武强

孔伟、周玉红、王继珍、马东顺、

罗立杰、张帅帅

40

基于“双核驱动，多点支撑”下的“体

医结合”复合型运动康复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孔伟
罗立杰、曾玉山、武强、徐晖、王

维维

41
中国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学研究
刘芳 唐延军、颜培建、余佳

42
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在高校思政课

教学中的渗透和比较研究
唐延军 李庆勇、刘芳、余佳

43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新闻听

力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徐倩 张曼、戴静、翟淑洁、张振、马慧

济宁学院 2020 年自编规划教材立项公示

序号 教材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1 体验写作 杨景生 教授 杨梅英、孙毓晗

2 教师语言实践教程 周晓静 副教授
张静、陈燕、孟琳、郑飞、王
祥

3
Unity3D 从入门到精通（视频
微课版）

薛庆文 教授
姜涛、王平、关永征、夏文彬、
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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