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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奖 

1. 2009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名单（1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以听说能力培养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基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探索与实践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任连奎 二等奖 

2. 2009 年省级教学成果奖名单（11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地方综合性大学“协成一贯式”教师教育教 

学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一等奖 

2 
以听说能力培养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基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探索与实践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任连奎 一等奖 

3 
经典文本教学与本科生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文学院 樊宝英 一等奖 

4 
省属综合性大学基于学分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多样化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教务处 林建华 二等奖 

5 
高校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网站群的研 

发、建设与应用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二等奖 

6 
基于行为、认知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多元互补 

式英语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外国语学院 刘 生 二等奖 

7 
地方综合性大学IT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策略与机制 
计算机学院 谢圣献 二等奖 

8 化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二等奖 

9 
三位一体，能力生成：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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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 
思政与马克思 

主义学院 
苏树厚 三等奖 

11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实验教学平台的构 

建与实施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邵 鑫 三等奖 

3. 2009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名单（34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地方综合性大学“协成一贯式”教师教育教学 

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一等奖 

2 
省属综合性大学基于学分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多 

样化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教务处 林建华 一等奖 

3 
地方综合性大学IT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 

策略与机制 
计算机学院 谢圣献 一等奖 

4 化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一等奖 

5 
三位一体，能力生成：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 一等奖 

6 
以听说能力培养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基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探索与实践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任连奎 一等奖 

7 
基于行为、认知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多元互补式 

英语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外国语学院 刘 生 一等奖 

8 
经典文本教学与本科生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 
文学院 樊宝英 一等奖 

9 
高校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网站群的研发、 

建设与应用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一等奖 

10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 
思政与马克思 

主义学院 
苏树厚 一等奖 

11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实验教学平台的构建 

与实施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邵 鑫 一等奖 

12 
构筑物理实验教学平台，促进学生知识、能力、 

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物理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胡海泉 二等奖 

13 哲学教学与当代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 
思政与马克思 

主义学院 
王昭风 二等奖 

14 
基于大学生心理支持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 

与实现 

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 
乔丙武 二等奖 

15 教育技术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构 传媒技术学院 李焕勤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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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专业理工渗透培养复合型 

创新人才模式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江 涛 二等奖 

17 高校历史教学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二等奖 

18 
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 

管理学院、商 

学院 
宋士云 二等奖 

19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的探讨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齐登红 二等奖 

20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 

改革 
商学院 张华筠 二等奖 

21 

地方综合性大学二级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与 

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教育科学学院 王学臣 二等奖 

22 宽口径招生及专业分流模式探讨 
环境与规划学 

院 
张二勋 二等奖 

23 
人文性·审美性·原创性——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改革研究 
文学院 隋清娥 二等奖 

24 大学英语较高要求课程体系的构建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王洪月 二等奖 

25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及考核模式的改革 化学化工学院 魏西莲 二等奖 

26 电子技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群教学改革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郑宏军 三等奖 

27 《电视摄像》课程项目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杨葆华 三等奖 

28 地理文化知识平台的构建 
环境与规划学 

院 
李庆朝 三等奖 

29 设计思维的培养与研究 艺术学院 杨国新 三等奖 

30 现代数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数学科学学院 房元霞 三等奖 

31 国际贸易类双语教学课程的探索与创新 商学院 匡 萍 三等奖 

32 深化课程改革 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发展 
物理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赵汝木 三等奖 

33 
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 

实践探索 

物理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王希莲 三等奖 

34 
活动课程开发与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实践研 

究 
教育科学学院 宋培宪 三等奖



6 

4. 2013 年省级教学成果奖名单（14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世界古代史》课程综合改革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李增 

洪、胡其柱、 

官士刚、倪学 

德、刘建峰、 

孙雪岩、赵少 

峰 

二等奖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与学“四位一体”新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李海英、刘卫 

东、陈士军、 

张丽、王红霞 

二等奖 

3 
地方综合性大学“实践取向、协同培养”教师教 

育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学校 

李喆、 赵长林、 

胡志坚、于源 

溟、王学臣、 

董文良、黄春 

平、邵怀领、 

由龙涛、李红 

二等奖 

4 高校教师教育专业教育实习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学校 

赵建立、由龙 

涛、张朝珍、 

曾琳、李军、 

乔立山、李莹 

二等奖 

5 
基于“精英”理念的普通高校“1335”国防生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后备军官学院 

徐传光、李玉 

军、赵长林、 

高心沛、郭文 

彬、陈德正、 

胡其柱、于学 

强、陈传利 

二等奖 

6 
课程精品化，实践平台化，教学团队化：传媒类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高国 

元、王丽萍、 

王利、 李焕芹、 

秦建波 

二等奖 

7 
《非线性编辑》协同协作、模拟实战网络教学研 

究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郭峰、 李焕芹、 

李娟、 杨葆华、 

高国元、徐连 

荣 

三等奖 

8 
地方高校管理类本科生通用管理能力培养的教 

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政管学院 

宋士云、付景 

远、布茂勇、 

张西勇、孙金 

锋、于东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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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学物理”分级教学体系建 

设—以聊城大学为例 
理工学院 

胡海泉、孙长 

勇、王明红、 

阮树仁、赵汝 

木、张山彪、 

闫循领、冯文 

侠、梁宝龙、 

邓阿丽、杨效 

华、王国菊、 

高学喜、董瑞 

新、田振、史 

文贤、赵海军 

三等奖 

10 
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文学院 

石兴泽、刘东 

方、王连儒、 

辛业、苗菁冯 

庆奎 

三等奖 

11 基于通识教育的高校政哲管课程体系会通研究 政管学院 

张祥云、于学 

强、邹庆国、 

孟伟、 刘子平、 

秦正为 

三等奖 

12 
深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改革，提高应用型外语 

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齐登红、王洪 

月、柳锦、郭 

晓辉、王芳、 

张东坤、赵明 

庆、张维峰、 

李兆国、孙丰 

果、梁国杰、 

赵文兰 

三等奖 

13 
土木工程专业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建工学院 

崔诗才、赵庆 

双、赵永生、 

孟昭博、汤美 

安 

三等奖 

14 
应用型大学学生专业社团参与实践教学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农学院 

张秀省、邢金 

修、井岗、王 

桂清、张风平 

三等奖 

5.2013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名单（65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 学校 李喆、 赵长林、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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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综合改革研究 胡志坚、于源 

溟、王学臣、 

董文良、黄春 

平、邵怀领、 

由龙涛 、 李红 

2 
地方高校管理类本科生通用管理能力培养教学 

模式改革与创新 
商学院 

宋士云、付景 

远、布茂勇、 

张西勇、孙金 

锋、于东阳 

一等奖 

3 
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创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文学院 

石兴泽、刘东 

方、辛业、苗 

菁、冯庆奎 

一等奖 

4 《世界古代史》课程综合改革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李增 

洪、官士刚、 

贾文言、刘建 

峰、倪学德、 

孙雪岩、赵少 

峰 

一等奖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与学“四位一体”新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文学院 

李海英、刘卫 

东、陈士军、 

张丽、王红霞 

一等奖 

6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政管学院 

郭庆堂、李合 

亮、张有军、 

唐明贵、刘子 

平、于学强 

一等奖 

7 
深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改革， 提高应用型外语 

人才培养质量 
大外院 

齐登红、王洪 

月、柳锦、郭 

晓辉、王芳 

一等奖 

8 
地方高校传媒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 

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高国 

元、王丽萍、 

王利、李焕芹 

一等奖 

9 
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学物理》分级教学体系建设 

探索 
理工学院 

胡海泉、孙长 

勇、王明红、 

阮树仁、赵汝 

木 

一等奖 

10 
实施模块化教学构建立体层次化有机化学课程 

教学新体系 
化工学院 

龚树文 
一等奖 

11 

指向学生实践能力养成与提升的新型实习教学 

范式构建——教师教育专业教育实习改革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学校 

赵建立、由龙 

涛、张朝珍、 

曾琳、李军、 

乔立山 

一等奖 

12 

计算机类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计算机学院 

左风朝、谢圣 

献、宗培磊、 

宗传军、姜华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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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35”国防生培养模式与实践 

后备军官学院 

徐传光 赵长 

林 高心沛 

郭文彬 陈德 

正 

一等奖 

14 土木工程专业分类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环规建工学院 崔诗才 一等奖 

15 

综合性大学农学类“专业社团”实践教学模式的 

创建 农学院 

张秀省、邢金 

修、井岗、王 

桂清、张凤平 

一等奖 

16 
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教材 

政管学院 

张祥云、王昭 

风、唐明贵、 

丁祖豪、于学 

强、王敬华 

二等奖 

17 

21 世纪初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教育 

教学改革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魏宪朝 

二等奖 

18 基于情感与教学生命价值的教学有效性研究 教科院 李继宏 二等奖 

19 
地方综合性大学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改革与创 

新 
音乐学院 何丽丽 二等奖 

20 法理学教材思想与结构的统一 法学院 张进军 二等奖 

21 现代产业经济学 商学院 巨荣良 二等奖 

22 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中国通史》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历史学院 

郭学信、张礼 

恒、李德楠、 

王作成、胡其 

柱、贾中福 

杨朝亮 

二等奖 

23 
专业引领，分阶段衔接贯通的英语专业“三二三 

育人模式” 外国语学院 
陈万会、 都超、 

辛红、 范华亮、 

崔艳嫣 

二等奖 

24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 

法改革与实践 
文学院 

隋清娥、刘东 

方 
二等奖 

25 标志设计 美术学院 杨国新 二等奖 

26 《非线性编辑》模拟实战网络教学研究与实践 传媒技术学院 

郭峰、 李焕芹、 

高国元、杨葆 

华、徐连荣 

二等奖 

27 《植物生理学》课程双语教学模式 生科院 陈彦 二等奖 

28 

新时期高校地学野外教学改革与创新 

环规学院 

陈诗越、石立 

岩、路洪海、 

张保华 

二等奖 

29 需求导向型 GIS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应用 环规学院 

张保华、 肖燕、 

张金萍、马雪 

梅、段艺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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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注重学生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的运筹学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实践 

数科院 

范丽亚、盛秀 

艳、刘利英 二等奖 

31 新时期学校体育的规定性研究 体育学院 

钟明宝、张春 

燕 

王瑛 张雪临 

二等奖 

32 《光学》立体化教材建设 理工学院 

王文军、张山 

彪、刘云龙、 

牟娟、吕太国 

二等奖 

33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课程改革 

材料续页 

初瑞清、滕谋 

勇、葛祥才、 

黄宝旭、蒲锡 

鹏 

二等奖 

34 
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培养拔尖人才 

药学院 
郭尚敬、 延辉、 

王瑞 
二等奖 

35 

少课时《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汽车学院 

朱颜、 包春江、 

郭宏亮、张翠 

华 

二等奖 

36 

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 

政管学院 

唐明贵、 孟伟、 

王昭风、黄富 

峰 

三等奖 

37 
政史哲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 

验区 
政管学院 

于学强、唐明 

贵、邹庆国、 

刘子平、 孟伟、 

秦正为 

三等奖 

38 
当代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于国丽、 赵炜、 

郑继江、姬长 

军、马莉、徐 

亚娜 

三等奖 

39 复杂系统视阈中的教育实习管理 教科院 杨光海 三等奖 

40 
对《西方音乐史》教学课件的改革与创新—电子 

书的推广与运用 
音乐学院 

刘海霞 
三等奖 

41 

基于网络自主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的应用 大外院 

柳锦、 赵明庆、 

侯丽、 张恩秀、 

温玉斌 

三等奖 

42 
构建大学英语口语课互动式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 

英语交际能力 
大外院 

郭晓辉、张东 

坤、刘云霞、 

李兆国、闫咏 

梅 

三等奖 

43 

基于网络和学习策略训练的英语自主学习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大外院 

王芳、 张维峰、 

李业霞、张丽 

红、王滢 

三等奖 

44 
实践创新性教学方法在经济学专业课程中的应 

用与实践 
商学院 

匡萍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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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旅游信息化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改革 

历史文化学院 

刘建峰、宋立 

杰、孔繁嵩、 

孙雪岩、辛灵 

美 

三等奖 

46 

基于影像资料的高校英美文学课堂学生主导教 

学模式研究 外国语学院 

刘凤山、鹿清 

霞、张慧、李 

照冰、耿宁 

三等奖 

47 
整合认知理论与语料库技术， 构建英语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 
外国语学院 

崔艳嫣、陈万 

会、肖建壮、 

许鲁之、王敬 

媛 

三等奖 

48 

构建分阶段、 分层次韩语语音教学与文化输入并 

行模式 外国语学院 

王长汶、渠海 

霞、王桂兰、 

刘玉燕 

三等奖 

49 
《大学语文》教材 

文学院 
郝学华、王连 

儒 
三等奖 

50 
以学生为主体的广播电视新闻学实验教学改革 

与实践 
文学院 

高增平、庄伟 
三等奖 

51 
文学经典作品赏析 

文学院 
戴永新、隋清 

娥 
三等奖 

52 
构建四位一体培养模式，创建“三二三”人才培 

养体系 
理工学院 

葛广英、胡海 

泉、孙长勇、 

曹银杰、、杨 

少卿 

三等奖 

53 

集中•同步•实战——《计算机三维动画》课程改 

革新思路 传媒技术学院 刘燕、 张景生、 

秦建波 

三等奖 

54 表现性评价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生科院 胡家会 三等奖 

55 

基于产学研结合的环境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环规学院 

董杰、 王振健、 

刘衍君、李如 

雪、张菊 

三等奖 

56 
加强数学语言教学与研究， 提高学生基本数学素 

养 
数科院 

房元霞、张兴 

芳、孟广武 
三等奖 

57 改革分析化学实验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 化工学院 李爱峰 三等奖 

58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应用教程 （高等学校应用 

型特色规划教材） 
计算机学院 

王贤勇、赵传 

申 
三等奖 

59 
立体化新体系《基础物理实验》教材 

理工学院 

张山彪、王明 

红、吕太国、 

阮树仁、郎丰 

法 

三等奖 

60 游泳理论与教学 体育学院 侯沛伟 三等奖 

61 
材料学科中晶体结构的立体化教学 

生科院 
蒲锡鹏、张大 

凤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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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诗才、李文 

智 

62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教材改革 

生科院 
徐志军、初瑞 

清 
三等奖 

63 校企深度合作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建工学院 

韩涛 赵永生 

汤美安 李慧 

勇 赵庆双 

三等奖 

64 
《机械原理》教学与工程能力培养 

汽车学院 
赵栋杰、郭宏 

亮、朱颜 
三等奖 

65 
《机械原理》教材 

汽车学院 

郭宏亮、赵栋 

杰、朱颜、包 

春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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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1.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 2009 年省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1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持人 

1 
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综 

合改革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2 
21 世纪初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教育教学 

改革和创新——以聊城大学为例 

思政与马克思 

主义学院 

林建华 

3 
地方高校管理类本科生通用管理能力培养的教学模 

式改革与创新 
管理学院 

宋士云 

4 
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文学院 

石兴泽 

5 
实施模块化教学 构建立体层次化有机化学课程教学 

新体系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6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思政与马克思 

主义学院 

郭庆堂 

7 
地方高校传媒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 

实践——以聊城大学为例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 

8 网络环境下视听说教学改革研究 
大学外语教育 

学院 
任连奎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最终成果形式 所属学院、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彩课 

件 
李海英 多媒体课件（光盘） 

思政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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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 
教务处 

陈德正 

10 

指向学生实践能力养成与提升的新型实习教学范式 

构建——地方综合性大学实习教学转型性变革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教务处 
赵建立 

11 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学物理分级教学体系建设探索 
物理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胡海泉 

3.聊城大学获批山东省教师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名单（6 项） 

责任处室 试点项目 试点单位 负责人 

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 

聊城大学 

聊城市教育 

局 

林建华 

中学教师培养模式改革 聊城大学 陈德正 

小学教师全科综合培养模式改革 聊城大学 于源溟 

幼儿园教师全科综合培养模式改革 聊城大学 王学臣 

师范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改革 聊城大学 赵建立 

师范处 

立足区域教师教育网络联盟 构建教师教育终身发 

展体系 

聊城大学 由龙涛 

4．2009 年校级重点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3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持人 

1 
基于绿色化学的主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创新型化 

学人才的培养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2 地方综合性大学国防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后备军官学院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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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综合性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开放式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建筑工程学院 赵永生 

4 
地方综合性大学基于“三证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计算机学院 谢圣献 

5 
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师范生综合素质 

培养模式之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 孟广武 

6 
规定性与自主性相结合，构建普通高校“体育与健康”课 

程内容新体系 
体育学院 王瑛 

7 高校网络考试系统的研究及应用 教务处 李剑 

8 基于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建构及其实践 文学院 樊宝英 

9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理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王学臣 

10 产学研结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以地理学专业为例 环境与规划学院 张二勋 

11 新建经管类专业本科论文质量控制研究 商学院 公维才 

12 
基于网络环境下历史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评价 

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李增洪 

13 高校声乐教学分级管理研究 艺术学院 吕云路 

14 “昆虫学”课程群建设 农学院 王桂清 

15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课程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初瑞清 

16 大学生实习支教与农村义务教育双提高运行机制研究 外国语学院 肖建壮 

17 地方综合性大学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发展研究与实践 教育科学学院 董文良 

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网络试题库和试卷库建设 
思政与马克思主 

义学院 
姬长军 

19 
基于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下的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创新 

研究 
管理学院 付景远 

20 生物科学专业知识体系的更新、整合及模块化构建 生命科学学院 付崇罗 

21 高校教学管理信息现代化建设及其应用 教务处 尹桂平 

22 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 
思政与马克思主 

义学院 
唐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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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方综合性高等院校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的法学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法学院 杨道波 

24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校优质课堂文化的建构与传承 思政学院 孟宪艮 

25 大学英语口语创新教学模式研究 
大学外语教育学 

院 
王洪月 

26 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实习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教务处 赵建立 

27 经济学专业特色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研究 商学院 马中东 

28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数学科学学院 郭文彬 

29 立体化新体系基础物理实验课程建设与改革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张山彪 

30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中“学困生”的成因分析与 

应对策略研究 

大学外语教育学 

院 
齐登红 

31 对比实验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王国菊 

32 汽车工程课程群综合实验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吴海荣 

5.2009 年校级一般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3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持人 

1 高校图书馆服务教学与教学改革研究 图书馆 赵国强 

2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创新探索 商学院 张华筠 

3 以基础教育为导向的体育教育实习改革研究 体育学院 张雪临 

4 
地方综合性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模 

式研究 
传媒技术学院 李焕勤 

5 地方高校人文地理短途实习基地建设探讨 环境与规划学院 李红 

6 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7 
生物工程专业与相关企业建立“生物工程产学研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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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 

实践 
文学院 隋清娥 

9 电子技术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改革研究 计算机学院 潘全科 

10 山东方音对英语语音的影响 外国语学院 李玉华 

11 
现代教育技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思政与马克思主 

义学院 
李海英 

12 基于不同出口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建筑工程学院 崔诗才 

13 
以发展体能为基本目标构建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实验研 

究 
体育学院 蒋浩 

14 构建大学化学实验开放式教学，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 化学化工学院 王术皓 

15 基于教学科研一体化的高校教研团队建设研究 环境与规划学院 陈诗越 

16 数字时代新闻专业学生创新性培养体系的构建 文学院 高增平 

17 影像资料在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外国语学院 刘风山 

18 化工原理在线练习和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化学化工学院 王勇 

19 学士论文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数学院 赵建立 

20 
构建四位一体培养体系， 电子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研究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葛广英 

21 学术规范教育与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体系的建构 文学院 郝学华 

22 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研究与实践 教务处 冯庆奎 

23 美术类专业毕业创作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 艺术学院 马昭银 

24 
地方性综合大学动物医学和动物科学专业教师服务区域 

经济与大学生实践活动双结合的模式 
农学院 刘文强 

25 
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视角下的刑法学教学方法 

变革研究 
法学院 由龙涛 

26 机械专业综合实验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 
郭宏亮 

27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大学外语教育学 

院 
郭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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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历史文化学院 刘建峰 

29 近世代数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数学科学学院 陈桂英 

30 高校自动排课算法的研究与设计 计算机学院 许丽莉 

6.2012 年省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1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1 制药工程类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2+2”校研企合作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郭尚敬 

2 基于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尹汉东 

3 基于“新规范”的土木工程专业分类培养模式研究 崔诗才 

4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赵建立 

5 
专业社团实践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以聊城大学新农科技社为试 

点 
王桂清 

6 小学教育专业双语师资培养模式研究 于源溟 

7 地方高校普通英语、通识英语与 ESP 三位一体教学探索研究 王洪月 

8 地方综合性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李焕芹 

9 高校中文教师教育新专业技能培养规程与实践 刘东方 

10 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研究 王丙毅 

11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3+2 模式研究 李合亮 

12 高校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陈德正 

13 山东省高校酒店管理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李增洪 

14 会计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研究 张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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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2 校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40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持人 

1 G201201 
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与实践——以聊城 

大学文学院为例 
文学院 卢军 

2 G201202 
基于认知隐喻理论的英语专业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 
外国语学院 崔艳嫣 

3 G201203 
大学英语信息化教学体系构建探索——以信 

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层次整合为视角 
大学外语学院 齐登红 

4 G201204 
在心理学专业课教学中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 

维内力的教学模式研究 
教育科学学院 姚志强 

5 G201205 
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技能与素质并重的教学 

模式探究 
音乐学院 牟艳丽 

6 G201206 
课堂 PPT 制作实证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为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海英 

7 G201207 
学科交融背景下高等学校《中共党史》课程 

内容更新机制研究 

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 
于学强 

8 201208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与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研究 
大学外语学院 王芳 

9 G201209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 

研究 
美术学院 陈洁 

10 G201210 
“三级管理，二层监督，三方评价”教学质 

量评估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文学院 冯静 

11 G20121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与践行 

—以聊城大学为案例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莉 

12 G201212 
基于校园网络的现代汉语试题库 （在线测试） 

的建立与应用 
文学院 常俊之 

13 G201213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管理策略调 

查与实证研究 
大学外语学院 郭晓辉 

14 G201214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课程群建设 教育科学学院 陈彦垒 

15 G201215 
基于健康人格养成目标下的“基础”课教学 

模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敏 

16 G201216 
基于“三位一体”的 GIS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环境与规划学院 董杰 

17 G201217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大学 

生职业素养研究 
理工学院 赵汝木 

18 G201218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动物学》教学内容的 

更新与结构调整 
生命科学学院 贾少波 

19 G201219 
基于数字微格教学平台的教学技能实训研究 

—以聊城大学教师教育技能实训中心为例 
实验管理中心 程卫国 

20 G201220 
面向多元需求的分析化学立体课程体系的构 

建 
化学化工学院 傅崇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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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201221 
地方综合性大学应用型数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 
数学科学学院 范丽亚 

22 G201222 

应用型本科院校生物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 

整合及模块化构建 

----基于“三二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生命科学学院 付崇罗 

23 G201223 
面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维实践平台建 

设 
理工学院 朱明瑛 

24 G201224 
教育信息化环境下创新应用型人才 培养 

过程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 

25 G201225 
基于智能组卷与评阅算法的专业课程考试技 

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左风朝 

26 G201226 
风景园林一级学科背景下的园林专业教学改 

革与实践 
农学院 张秀省 

27 G201227 
地方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人才产学研创新教 

育模式研究 
汽车学院 包春江 

28 G201228 师范院校创办工科专业的实践与改革探索 理工学院 孙长勇 

29 G201229 
《热处理原理与工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 

实践 
材料学院 倪俊杰 

30 G201230 
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实 

践创新模式探索—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计算机学院 谢圣献 

31 G201231 
公共管理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 

应用 

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 
秦正为 

32 G201232 
法学专业分类培养与本科导师制的协同应用 

研究 
法学院 杨道波 

33 G201233 
基于 IPMA 能力基准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研究 
建筑学院 汤美安 

34 G201234 
法学学士学位论文的分类指导与质量提高研 

究 
法学院 杨盛达 

35 G201235 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软实力培养与提升研究 商学院 付景远 

36 G201236 
面向多学科开放物理化学实验室培养课件创 

新能力 
化学化工 魏西莲 

37 G201237 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程群的创新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郑宏军 

教务 

处委 

托 

G201201w 
德国州立综合性大学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研 

究 
教科院 孙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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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 

处委 

托 

G201202w 
聊城大学精品课程资源精品课程网站生成与 

管理 
传媒技术学院 于连民 

教务 

处委 

托 

G201203w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研究 法学院 张兴堂 

教务 

处委 

托 

G201204w 实习支教信息管理平台研发与管理研究 传媒技术学院 于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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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特色专业建设 

1.国家级特色专业（4 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类别 

1 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7.10 

2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8.10 

3 汉语言文学 文学院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9.10 

4 历史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0.7 

2.省级特色专业（12 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类别 

1 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6.12 

2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6.12 

3 汉语言文学 文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7.12 

4 历史学 历史文化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7.12 

5 教育学 教育科学学院 
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点 

2010.4 

6 物理学 理工学院 
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点 

2009.8 

7 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1 

8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1 

9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科学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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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2 

11 经济学 商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3 

12 通信工程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3 

3. 2006 年校级特色专业（17 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类别 

1 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2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3 历史学 历史文化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4 汉语言文学 文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5 物理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6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7 英语 外国语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8 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9 体育教育 体育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10 经济学 商学院 校级品牌专业 

11 地理科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2 教育技术学 传媒技术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4 教育学 教育科学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6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17 材料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级特色专业 

4.2012 年校级特色专业（10 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开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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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 政治学院 2005 年 

2 广播电视新闻学 文学院 2002 年 

3 应用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2004 年 

4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科学学院 2003 年 

5 广播电视编导 传媒学院 2004 年 

6 通讯工程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02 年 

7 工商管理 商学院 2000 年 

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学院 2006 年 

9 动物医学 农学院 2002 年 

10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2005 年 

5.2013 年校级特色专业（5 门）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属学院 开设时间 

1 音乐学 音乐学院 1990 年 

2 法学 法学院 2000 年 

3 教育技术学 传媒技术学院 1993 年 

4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化工学院 1995 年 

5 园林 农学院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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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级各类课程 

1. 国家级精品课程名单（1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传播技术学院 李焕勤 2009 年 

2.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名单（1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生物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永忠 2010 年 

3.国家视频公开课名单（1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走进老舍 文学院 石兴泽 2013 年 

4.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1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传播技术学院 李焕勤 2013 年 

5. 省级精品课程名单（30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高等代数 数学科学学院 赵建立 2004 年 

2 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赵富才 2005 年 

3 世界古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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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机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窦建民 2006 年 

5 光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文军 2006 年 

6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传播技术学院 李焕勤 2007 年 

7 拓扑学 数学科学学院 孟晗 2008 年 

8 中国教育史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2009 年 

9 大学英语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齐登红 2010 年 

10 分析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傅崇岗 2010 年 

11 现代教育技术 传媒学院 杨凤梅 2010 年 

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政学院 李海英 2011 

13 有机化学 化学院 尹汉东 2011 

14 

基础物理联合申报课程 

电磁学 理工学院 
董瑞新 2011 

15 

基础物理联合申报课程 

力学 理工学院 
闫循领 2011 

16 
基础物理联合申报课程 

热学 
理工学院 孙长勇 2011 

17 
历史学专业主干课联合 

课程-世界近现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吕桂霞 2012 

18 
历史学专业主干课联合 

课程-中国古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2012 

19 
历史学专业主干课联合 

课程-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张礼恒 2012 

20 

历史学专业主干课联合 

课程-世界古代史（2006 

年已是）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2012 

21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惠鸿忠 2013 

22 汽车发动机原理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吴海荣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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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汽车构造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包春江 2013 

24 汽车设计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陈峥峰 2013 

25 基本体操 体育学院 张永虎 2013 

26 健美操 体育学院 李富菊 2013 

27 体操 体育学院 钟明宝 2013 

28 鲁迅研究 文学院 刘东方 2013 

29 中国当代文学史 文学院 卢军 2013 

30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学院 隋清娥 2013 

6. 2008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23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有机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2 中国教育史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3 中国古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4 自然地理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 李庆朝 

5 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祖豪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姬长军 

7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概论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继江 

8 分析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王术皓 

9 物理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孙德志 

10 植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黄勇 

11 英美文学 外国语学院 耿宁 

12 产业经济学 商学院 巨荣良 

13 普通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李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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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汽车构造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包春江 

15 近世代数 数学科学学院 姚炳学 

16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鑫 

17 建筑设计初步 建筑工程学院 李军生 

18 数字系统与逻辑设计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郑宏军 

19 力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闫循领 

20 社会保障概论 管理学院 宋士云 

21 行政管理学 管理学院 陈延庆 

22 普通昆虫学 农学院 王桂清 

23 土壤肥料学 农学院 吕福堂 

7. 2009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26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大学英语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齐登红 

2 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学院 左风朝 

3 国际共运史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有军 

4 中国哲学史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明贵 

5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院 付景远 

6 英美概况 外国语学院 许鲁之 

7 文学概论 文学院 朱印海 

8 中国近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张礼恒 

9 发展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王学臣 

10 中国近代史纲要 马列部 李海英 

11 宪法学 法学院 孔繁军 

12 西方经济学说史 商学院 马中东 

13 西方音乐史与作品分析 艺术学院 刘 瑾 

14 足球 体育学院 聂志强 

15 机械原理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郭宏亮 

16 数学分析 数学科学学院 张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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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蒲锡鹏 

18 生物化学 农学院 程 霜 

19 人文地理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 李 红 

20 化工原理 化学化工学院 刘军海 

21 花卉学 农学院 张秀省 

22 土木工程材料 建筑工程学院 崔诗才 

23 电视摄像 传媒技术学院 杨葆华 

24 动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贾少波 

25 电磁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董瑞新 

26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葛广英 

8.2010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26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科学学院 马开剑 

2 劳动经济学 管理学院 张福明 

3 中共党史 思政学院 于学强 

4 组织行为学 商学院 公维才 

5 设计美学 美术学院 钱品辉 

6 法理学 法学院 张进军 

7 综合英语 外国语学院 肖建壮 

8 英语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陈万会 

9 民族民间音乐概论 音乐学院 何丽丽 

10 世界近现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吕桂霞 

11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文学院 李洪先 

12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思政学院 王敬华 

13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曹雪松 

14 植物生理学 农学院 李海云 

15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学院 惠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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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图像处理 数学科学学院 孙忠贵 

17 体操 体育学院 钟明宝 

18 排球 体育学院 李军 

19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理工学院 孙长勇 

20 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 材料学院 初瑞清 

21 电视新闻采编 传媒技术学院 高国元 

22 现代教育技术 传媒技术学院 杨凤梅 

23 操作系统 计算机学院 姜华 

24 土木工程概论 建工学院 赵永生 

25 环境学概论 环境与规划学院 董杰 

26 机械制图 化学与化工学院 黄宝旭 

9.2011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15+7 筹）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院 隋清娥 

2 欧洲哲学史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孟伟 

3 绩效管理 管理学院 布茂勇 

4 视唱练耳 音乐学院 阎震 

5 宏观经济学 商学院 初丽霞 

6 教育学原理 教育科学学院 李继宏 

7 实变函数 数学科学学院 张兴秋 

8 安全人机工程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孟现柱 

9 物理化学实验 化学化工学院 魏西莲 

10 摄影技术 传媒技术学院 吕爱杰 

11 人体及动物生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付崇罗 

12 植物生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陈彦 

13 高分子化学 材料科学学院 葛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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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环境规划学院 张保华 

15 中兽医学 农学院 褚秀玲 

16 

中西语言文化课程群（中 

国文化关键词选讲、英汉 

语言对比、跨文化交际） 

外国语学院 李志玲、陈万会、李燕飞 

17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学院 于承敏 

18 健美操（筹） 体育学院 李富菊 

19 中国书法史（筹） 美术学院 向彬 

20 商法学（筹） 法学院 杨道波 

21 力学基础课（筹） 建工学院 夏红春 

22 汽车设计（筹） 汽车学院 陈峥峰 

10.2012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21 项，43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教育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姚志强 

2 

法学核心课联合申报课 

程（民法学、商法学、经 

济法学、刑法学） 

法学院（联合申报） 
杨道波、王涛、庄海丽、由 

龙涛 

3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骨 

干课程群（中共党史、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 

际关系、政治学） 

政治学院（联合申报） 于学强等 

4 传播学 文学院 高增平 

5 中国书法史 美术学院 向彬 

6 教育学概论 教育科学学院 杨光海 

7 声乐 音乐学院 吕云路 

8 英语写作 外国语学院 崔艳嫣 

9 

教学系统设计理论与实 
践课程群（学与教的原 
理、教学网站设计与制 
作、教学系统设计、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 电视教 

材编导与制作）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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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理学专业课联合申 
报课程群（量子力学、 
电动力学、 热力学与统 

计物理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孙长勇等 

11 
化工系列课程群 （化工原 
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 

分离工程） 
化学化工学院 刘敏等 

12 

人体健康课程理论与方 
法系列课程群 （运动生理 
学、体育保健学、体育测 

量与评价） 

体育学院 方秋丽等 

13 
经管类大学数学课程群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谷焕春、夏建伟、张兴秋 

14 
体操系列课程群（体操、 
健美操、基本体操） 

体育学院 钟明宝、李富菊、张永虎 

15 经济地理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 张二勋 

16 房屋建筑学 建筑工程学院 赵庆双 

17 市场营销学 商学院 刘淑华 

18 田间技术与生物学观察 农学院 杨重军 

19 汽车发动机原理 汽车学院 吴海荣 

2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基础课程群（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 

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葛祥才、谢倩、滕谋勇 

2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敏 

11.2013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单（22 项，52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1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联合 

申报课程 

（史学概论、中国史学 

史、西方史学史、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 

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 

江心力（石莹丽 王作成 

李增洪） 

2 

行政管理专业主干课联 

合申报课程（公共政策 

学、公共关系学、领导科 

学、管理学、现代礼仪与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秦正为 刘子平 刘伟 

张英姣 孟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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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才实务技巧） 

3 

英语教师教育联合申报 

课程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 、英语教师职业能力 

训练、 中小学英语课堂教 

学案例分析） 

外国语学院 
陈万会 （于月清 肖征 

祝英玉） 

4 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院 宁登国 

5 

人力资源管理联合申报 

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管理 

学、薪酬管理、人员素质 

测评） 

商学院 
付景远（马斌 魏国华 吴连 

霞） 

6 旅游规划与开发 
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 
刘建峰 

7 

东方文化联合申报课程 

（东方经典解读、 中国传 

统文化、日本社会文化、 

韩国社会文化） 

外国语学院 李登桥 

8 

教师教育专业联合申报 

课程（教育学导论、教育 

科学研究方法、 

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教育学院 王平（杨光海 傅蕴） 

9 中国音乐史 音乐学院 牟艳丽 

10 设计色彩 美术学院 李珂 

11 结构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孙爱玲 

12 

面向建模的数据处理联 

合申报课程（数学建模 

模式识别、 数据库数学实 

数学科学学院 
曾现洋 乔立山 周书锋 

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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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13 遥感导论 环境与规划学院 刘衍君 

14 细胞工程 生科院 侍福梅 

15 网络技术 传媒技术学院 王凤蕊 

16 体育器材概论 体育学院 张雪临 

17 

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课 

联合申报课程 （模拟电子 

技术基础、 数字系统与逻 

辑设计、电路分析）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葛广英 郑宏军 徐志鹏 

18 
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吴海荣 

19 

土木工程专业基础力学 

课联合申报课程 （理论力 

学、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建筑工程学院 孙胜男 夏红春 孟昭博 

20 

预防兽医学联合申报课 

程（家畜传染病学、动物 

免疫学、兽医微生物学、 

禽病学、家畜寄生虫病 

学） 

农学院 
刘文强 路建彪 司振书 

朱明霞 裴兰英 

21 拓展训练 后备军官学院 吴俊美 

22 

化工实验联合课程 

（化工原理实验、 化工专 

业实验、精细化工实验） 

化学化工学院 杜凌云 姚型军 赵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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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8 年校级网络辅助教学示范课程名单（21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备注 

1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 传媒技术学院 李焕勤 

2 世界古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3 中国教育史 教育科学学院 胡志坚 

4 有机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5 材料物理性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鑫 

6 自然地理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 李庆朝 

7 中国现代文学 文学院 隋清娥 

8 英美文学 外国语学院 耿宁 

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海英 

10 大学英语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任连奎 

11 宪法学 法学院 孔繁军 

12 西方经济学说史 商学院 马中东 

13 数字系统与逻辑设计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郑宏军 

14 图像处理 数学科学学院 孙忠贵 

15 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学院 左风朝 

1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姬长军 

17 中国古代史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18 分析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张爱梅 自筹经费 

19 电视摄像 传媒技术学院 杨葆华 自筹经费 

20 文学理论 文学院 朱印海 自筹经费 

21 行政法学 法学院 翟月玲 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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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8 年校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名单（4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生物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永忠 

2 国际税收 商学院 匡萍 

3 物理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孙德志 

4 国际金融 商学院 刘琛君 

5 模糊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赵峰 

14.2009年校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名单（5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比较政治学 管理学院 王金现 

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计算机学院 潘全科 

3 国际公法 法学院 刘海江 

4 西方财务会计 数学科学学院 刘世慧 

5 国际经济学 商学院 刘琛君 

15.2010年校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名单（6门）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属学院 课程负责人 

1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学院 李俊青 

2 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学院 张亚卿 

3 移动通讯 物理科学与信息 冯敏 

4 动物生理学 农学院 赵志军 

5 数值分析与计算方法 数学科学学院 李莹 

6 健康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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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建设 

1.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2 门） 

序号 教材名称 所属学院 项目负责人 规划部门 

1 《教育学导论（修订版）》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教育部 

2 《中国现代教育史》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教育部 

2.第一届山东省级优秀教材（5 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获奖等级 

1 教育学导论 李剑萍 一等奖 

2 现代汉语 陈黎明 一等奖 

3 新编英美概况 许鲁之 二等奖 

4 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 李泉 二等奖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孟晗 二等奖 

3.第二届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1 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获奖等级 

1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李焕勤 二等奖 

4．2009 年校级重点规划教材（21 门） 

序号 教材名称 所属学院 主编姓名 

1 教师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系列教材（共 5 部）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2 新编世界古代史（插图本）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李增洪 

3 社会保障学 管理学院 宋士云 

4 现代产业经济学 商学院 巨荣良 

5 形式逻辑纲要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 
唐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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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昭风 

7 社会法学 法学院 杨道波 

8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文学院 樊宝英 

9 新中国文学 60 年（插图本） 文学院 石兴泽、刘广涛 

10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实验教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 鑫 

11 农学专业实验教程 农学院 程霜 

12 土木工程实验教程 建筑工程学院 赵永生 

13 体育项目装备标准与设计系列教材（共 5 部） 社会体育部 田 坤 

14 有机化学专论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15 高等代数 数学科学学院 郭文彬 

16 拓扑学 数学科学学院 孟 晗 

17 电视节目制作技能训练 传媒技术学院 李焕芹 

18 西门子系列 PLC 实验教程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张丙元 

19 光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王文军 

20 软件设计实训指导教程 计算机学院 谢圣献 

21 机械原理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郭宏亮 

5．2009 年校级一般规划教材（22 门） 

序号 教材名称 所属学院 主编姓名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科学学院 赵富才 

2 新编中国古代史（插图本）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3 通用管理能力概论 管理学院 张 举 

4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系列教材（共 5 部） 管理学院 张福明 

5 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案例系列（共 5 部） 商学院 公维才 

6 西方经济学说史 商学院 马中东 

7 中国法制史 法学院 孔繁军、由龙涛 

8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学院 石兴泽、隋清娥 

9 阅读理论与经典作品欣赏 文学院 戴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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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位论文写作概论 文学院 杨春忠 

11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文学院 
李洪先、陈黎明、于 

源溟 

12 文学基本理论 文学院 朱印海、樊宝英 

13 声乐学基础 艺术学院 吕云路 

14 大学生艺术素质课系列教材（共 3 部） 艺术学院 钱品辉 

15 Matlab 图像处理实验教程 数学科学学院 孙忠贵 

16 初等数论及应用 数学科学学院 赵建立 

17 自然地理学野外实习教程 环境与规划学院 张保华 

18 现代教育技术教程 传媒技术学院 杨凤梅、张景生 

19 基础物理实验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张山彪 

20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技术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王宝兴 

21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计算机学院 左凤朝 

22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应用教程 计算机学院 王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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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团队 

1.国家级教学团队（1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公共课教育学教学团队 

教育科学学院 

2010 年 
李剑萍、于源溟 

2.省级教学团队（6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世界共运研究所教学团队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7 年 
林建华 

2 化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化学化工学院 

2008 年 
尹汉东 

3 公共课教育学教学团队 
教育科学学院 

2009 年 
李剑萍 

4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团队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2010 年 
任连奎 

5 基础数学教学团队 
数学科学学院 

2011 年 
孟广武 

6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课程教学团队 
传媒技术学院 

2012 年 
李焕芹 

3.2008 年首届校级优秀教学团队（6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 文学院 石兴泽 

2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胡海泉 

3 基础数学教学团队 数学科学学院 孟广武 

4 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团队 传媒技术学院 张景生 

5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团队 历史文化学院 张礼恒 

6 大学英语本科教研室 大外院 齐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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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 年第二届校级优秀教学团队（9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团队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庆堂 

2 分析化学教学团队 化学化工学院 傅崇岗 

3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教学团队 传媒技术学院 李焕勤 

4 世界通史教学团队 历史文化学院 陈德正 

5 文艺学教学团队 文学院 樊宝英 

6 英美文学教学团队 外国语学院 刘 生 

7 汽车构造教学团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包春江 

8 单片机课程教学团队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宝兴 

9 植物学教学团队 生命科学学院 黄 勇 

5. 2010 年第三届校级优秀教学团队（11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产业经济学教学团队 商学院 巨荣良 

2 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 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3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团队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祥云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团队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姬长军 

5 声乐教学团队 音乐学院 吕云路 

6 民商法学教学团队 法学院 张进军 

7 有机化学教学团队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8 材料化学专业教学团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鑫 

9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学团队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葛广英 

10 应用数学教学团队 数学科学学院 范丽亚 

11 土木工程专业学科基础课教学团队 建筑工程学院 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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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2 年第四届校级优秀教学团队（10 个） 

序号 团队名称 所属学院 团队带头人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继江 

2 英语教学团队 外国语学院 陈万会 

3 课程与教学论教学团队 教育科学学院 张朝珍 

4 无机化学学科教学团队 化学化工学院 李大成 

5 理论物理教学团队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孙长勇 

6 计算数学教学团队 数学科学学院 姚炳学 

7 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 计算机学院 左风朝 

8 风景园林学教学团队 农学院 张秀省 

9 人力资源管理教学团队 商学院 张福明 

10 土木工程力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建筑工程学院 夏红春



43 

七、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机械与汽车 

工程学院 
包春江 2013 年 

2. 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项目（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车辆工程 汽车学院 包春江 2013 

2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学院 刘军海 2013 

3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院 滕谋勇 2013 

3.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创新实 

验区 
教科院 李喆 2012 年 

4.2008 年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5 项) 

序号 实验区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1 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创新实验区 教育科学学院 李剑萍 

2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庆堂 

3 
综合性大学农学类专业“社团实践”教学模式实 

验区 
农学院 邢金修 

4 国防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后备军官学院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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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化学化工学院 尹汉东 

5. 2011 年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5 项） 

序号 实验区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1 复合创新型专业秘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文学院 石兴泽 

2 

政史哲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 

验区 

思政学院 于学强 

3 数理与信息技术人才分类培养创新试验区 数学科学学院 孟广武 

4 汽车类“三二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汽车学院 惠鸿忠 

5 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建筑工程学院 崔诗才 

6.2012 年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5 项） 

序号 实验区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1 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教育科学学院 王学臣 

2 

聊城大学历史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创新 

实验区 

历史文化学院 李增洪 

3 

需求目标导向的 GIS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 

环境与规划学院 张保华 

4 化工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化学化工学院 刘敏 

5 

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材料科学学院 初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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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项目 

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学院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聊城大学-山东齐鲁味精集团工程实践教育中 生科院 黄勇 201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