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聊城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传媒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视角下研究生创新“三力”培养
研究与实践——以《数字化教学环境与应
用》课程为例

王凤蕊 校级资助

2 教育科学学院
基于需求导向的全日制教育硕士贯通递
进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王平 校级资助

3 药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
士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刘国运 校级资助

4 建筑工程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秀英 校级资助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问题导向+案例佐证”型思政课教学路
径研究——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课为例

张丽 校级资助

6 建筑工程学院
学科评估背景下地方高校专业研究生“双
导师三 段制”培养模式研究 张保良 校级资助

7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协同培养信息与
通信工程专业创新拔尖人才 张霞 校级资助

8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教育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队伍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基于对研究生、导师和培养
单位三方的调查

贾中福 校级资助

9 数学科学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系统科学专业培养体系改
革研究 夏建伟 校级资助

10 药学院

基于“双一流”建设和博士“申请考核制”
背景下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工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

董惠钧 校级资助

11 生物制药研究院
基于研究性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现代分析
测试技术》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庆鹏 校级自筹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思政课交互式主题教学微模块构
建研究 王红霞 校级自筹

13 生物制药研究院
基于产学研能力提升的研究生《专业英
语》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宁 校级自筹

14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理工科研究生科研创新和职业发展能力
提升研究 张来刚 校级自筹

15 美术与设计学院
“大美术”体系背景下地方性高校
艺术硕士（美术）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函 校级自筹

16 教育科学学院
实践导向的“园校协同”教学模式构建研
究——以《学前教育评价》课程为例 张爱玲 校级自筹

17 化学化工学院
以学生为主体的化学生物学混合式教学
改革 洪敏 校级自筹

18 体育学院
新课标下体育教学专业研究生核心素养
培养的实验研究 徐树礼 校级自筹

19 生命科学学院
新时代地方高校生物类研究生科研能力
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黄会明 校级自筹

20 音乐与舞蹈学院
基于 OBE 理念的教育硕士教育研究方法教
学改革研究 潘佩佩 校级自筹



2022 年聊城大学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太平洋岛国研究专题 王作成 校级资助

2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原理与应用 王桂清 校级资助

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英语 王晗 校级资助

4 音乐与舞蹈学院 音乐文献导读 王敏 校级资助

5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数值计算 田忠喜 校级资助

6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平面媒体设计实践 孙秀霞 校级资助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进展与国家发展战略 杜鹃 校级资助

8 数学科学学院 矩阵半张量积理论及应用 李莹 校级资助

9 生物制药研究院 物理药学 吴玉姝 校级资助

1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孟宪艮 校级资助

11 数学科学学院 随机过程与数理统计 赵军圣 校级资助

12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园林植物与应用 高祥斌 校级资助

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现代测试技术 黄宝旭 校级资助

14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风景园林学专业英语 穆红梅 校级资助

15 数学科学学院 泛函分析 王增桂 校级自筹

16 文学院 美学范畴专题研究 孔令辉 校级自筹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英语 李怀勇 校级自筹

18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光波导理论 姚一村 校级自筹

19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高级作物育种理论和方法 樊颖伦 校级自筹



2022 年聊城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丽乡村景观设计教学案例库建设 于学勇 校级资助

2 商学院 MBA《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案例库 马斌 校级资助

3 生命科学学院 《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教学案例库建设 李妹芳 校级资助

4 传媒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微格教学案例库 李娟 校级资助

5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非线性光纤光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杨震山 校级资助

6 教育科学学院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教学案例库 周琰 校级资助

7 建筑工程学院
面向工科专业学位的《结构实验和工程检
测》实验案例库

赵腾飞 校级资助

8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案例库 赵颖 校级资助

9 外国语学院
深度学习视域下《外语学科教学设计与实
施》课程教学案例库

胡朝丽 校级资助

10 传媒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案例库 徐连荣 校级资助

11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两河文化影响下的《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案例库建设

翟付顺 校级资助

12 体育学院
“体医融合”背景下研究生运动处方教学
案例库建设

庄涛 校级自筹

13 音乐与舞蹈学院
琴乐美育 德艺兼修--《钢琴演奏》教学案
例库建设

楚守涛 校级自筹

14 地理与环境学院
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中学地理实践教学案
例库建设

路洪海 校级自筹



2022 年聊城大学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基地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地理与环境学院 地理学硕士生科教融合基地 汤庆新

2 计算机学院 聊城大学—浪潮集团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桑红燕

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包春江

4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聊城大学—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于守超

5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裕昌集团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 孟昭博

6 聊城大学文学院
聊城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

地
卢军

7 外国语学院 产教融合视域下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张子宪

2022 年聊城大学研究生教育公共选修课程建设项目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体育学院 研究生特色体育 王勇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与人生 见雷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聊城城市历史与文化 刘行玉

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生活中的美学 刘晋

5 化学化工学院/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区域国别学概论 张永铭

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科技伦理专题研究 赵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