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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4〕119 号 

 

 

关于 2014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获准立项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为深入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4 年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评审工作。经专家评审、校内公

示、学校审核，《案例教学法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中的有效

实施研究》等 122 个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获准立项。 其中

重点项目 12 项，每项资助金额 0.4 万元；一般项目 110 项，每

项资助金额 0.2 万元。 

校级教改项目实施时间为两年。各单位要对本单位立项校级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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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课题给予大力支持，项目负责人和团队要精心实施项目，认

真开展研究，努力培育有创新、有突破、有影响、有实效的教改

成果，确保教改课题的研究质量和水平。 

       

附件：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江西师范大学 

                             2014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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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师范大学 2014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课题参与人 学院 类别 

1 案例教学法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中的有效实施研究 曾  洁 余应源、谢芳薇、吴娟 文学院 重点 

2 《社会政策与法规》教学内容改革与探索研究 查明辉 张水华、周琴、冯小林、银平均 政法学院 重点 

3 亲验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探讨--以概论课为例 康凤云 张艳国、周利生、王员 政法学院 重点 

4 立体化英汉高级口译课程体系和时间语料库的建立 刘  政 
李玉英、饶振辉、刘春燕、 

程丽、盛炎 
外国语学院 重点 

5 中国"原生态"合唱进高校合唱课程研究 刘  雯 李新荣、 漆一叶、彭子澴、付伟 音乐学院 重点 

6 基于卓越型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实训.数学>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刘咏梅 刘锡光、陈惠勇、虞秀云、任琛琛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重点 

7 精品课程网络平台下网球教学软件的制作与应用 郭开强 蒲娟、张小娥、卜伟松 体育学院 重点 

8 
计算机应用在体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及教学模式的研究--以江西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为例 
刘  琪 赖弥荣、刘梅、何婷婷、江雪英 体育学院 重点 

9 翻转课堂与微课程开发研究与实践--以《数据结构》课程为例 揭安全 聂伟强、李云清、化志章、王岚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重点 

10 工程信息化模型在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曾文海 张东祥、范正根 城市建设学院 重点 

11 工程管理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课课程体系研究 张东祥 范正根、曾文海、余莹、李昌花 城市建设学院 重点 

12 
情境模拟式多媒体课件的研制与应用--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

例 
李  非 李正兴、徐华银 研究生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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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本科生幼儿园课堂教学能力提升"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法课程教学模式

改革--以《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程为例 
廖雪蓉 王燕、文晓梅、金艳 教育学院 一般 

14 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研究 张  丽 裘指挥、王燕、安静 教育学院 一般 

15 
MOOC 教学理念对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启示研究--以《儿童心理学》课程体系

建设为例 
罗  蓉 

陈锦添、雷万胜、李长秀、农艳萍、

肖丽平 
心理学院 一般 

16 基于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的《心理学史》教学模式改革 郑发祥 孙庆民、张成玉 心理学院 一般 

17 电视真人秀节目在《人才测评实务》课程资源中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王鑫强 刘建平、雷万盛、叶保娟、满鑫 心理学院 一般 

18 基于程序性知识的教学模式，提升未来教育者应对儿童问题行为的能力 熊红星 涂冬波、叶金辉、宁雪华、王秀梅 心理学院 一般 

19 
基于问题的教学，促成探究欲驱动下的大学生学习--以《心理学研究方法》课

程为例 
张  璟 董圣鸿、王蓁、杨丹、宋艳敬 心理学院 一般 

20 教学、科研、毕业论文设计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探索-以《普通心理学》为例 张凤华 向玲、邱琴、张玉婷、刘书培 心理学院 一般 

21 提高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指数研究  --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 叶宝娟 杨强、王鑫强、李毕琴、叶理丛 心理学院 一般 

22 《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中学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语言素质的培养 曹跃香 刘楚群、谢芳薇、周敏莉 文学院 一般 

23 以生为本理念下的高师《外国文学史》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 陈  静  文学院 一般 

24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 陈海艳 詹艾斌、詹冬华、张勇生、朱倩 文学院 一般 

25 《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项目教学"模块设计与实施研究 尹  敏 谢兆元、黄清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般 

26 法学专业卓越律师培养模式研究 漆思剑 沈桥林、熊时升、漆丹、罗金寿 政法学院 一般 

27 基于批判性思维习惯养成的《哲学导论》课程改革研究 邓庆平 王小珍、蒋九愚 政法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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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题意识教学法在思政课教学中的瓶颈及其突破研究 蓝春娣 陈晓刚、杨颖、刘庆玉、金燕 政法学院 一般 

29 以读书会为载体的学生培养模式研究 胡  宜 李建斌、冯小林、饶翠薇 政法学院 一般 

30 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覃杏花 张艳国、周利生、王晓明、张水华 政法学院 一般 

31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翻译教学改革探索 邱世春 陈燕茹、邹笃双、傅瑛瑛、龙绍赟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2 MOOC 背景下的英语二专学生教学策略优化探索 孙  莹 钟彩顺、黄文静、董闽花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3 跨学科模式下的个性化应用口语教学探索--以体育专业为例 黄利玲 徐红、乐伟民、杨德敏、周雪英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4 文学翻译教学的整体性研究---基于系统哲学理念的文学翻译教学模式研究 邹笃双 李玉英、彭志洪、付瑛瑛、彭朝中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5 泛听对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听力能力的研究与应用 夏  云 谢谷萍、晏小琴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6 专业英语课外阅读教学模式初探：以泛读教学为例 马礼霞 徐俊芳、史育婷、刘春燕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7 大学英语课堂环境下合作学习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缪海燕 陈海员、钟彩顺、雷春华、黄文静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8 以译促写的英语写作学习模式与学习效果研究 曹迎春 张美兰、彭雪梅 外国语学院 一般 

39 基于 3E教学模式的英语师范生专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 钟彩顺 董闽花、胡新建、卢庆生、黄文静 外国语学院 一般 

40 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学术英语写作现状分析 陈海员 雷刚、唐雄英、缪海燕 外国语学院 一般 

41 
基于提升服务社会能力为导向的《歌曲分析与写作》"1+X"模块式教学创新研

究  
熊小玉 邓伟民、李盼、徐翀、纪德刚 音乐学院 一般 

42 校媒合作-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胡文静 于琳、解丽、吴艳、曲德煊  音乐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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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创业基础》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多样化的创新创业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孙德林 杨桴、吕品、佘杰、李玉 商学院 一般 

44 工商管理专业模拟企业实战案例教学模式研究--以《企业战略管理》为例 孟  鹰 凌娜、金虹、稽国平  商学院 一般 

45 企业情景式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姚岳军 叶赛楠、李晓园、范丽群、喻林 商学院 一般 

46 用 PI 教学法创建泛函分析高效课堂的研究  郑雄军 丁惠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一般 

47 我校统计专业中经济理论的课程整合 左勇华 卢美华、柳红星、李云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一般 

48 以研促教-数学分析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陈  玉 刘慧芳、罗南晨、宁菊红、陈春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一般 

49 基于 MOOCs《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网络资源的建设与实践 张国平 曾高荣、罗海梅、谢芳森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0 基于凝聚态计算软件在《固体物理学》教学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徐  波 欧阳楚英、雷雪玲、刘刚、吴木生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1 电路实验课程"三维三段式"教学新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嵇英华 蔡十华、黄剑华、徐华兰、陈淑芳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2 理科师范生实训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严  涛 汪秋英、姜建文、钟辉生、庄晓文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53 挑战与应对：基于 MOOCs 的《化学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李永红 
盛寿日、刘晓玲、姜建文、黄振中、

杨小单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54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移动通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  芳 陈勇、骆兴芳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5 自动控制综合实验室的建设与教学实践 王  君 刘刚、刘淑琴、黄剑华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6 基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通信工程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柯  强 叶志清、陈勇、王芳、胡菊菊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7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工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实践 胡菊菊 王燕、王芳、柯强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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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MOOCs 环境下"FPGA 与数字系统设计 刘祝华 谢芳森、袁文、徐林、曾高荣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59 通信工程特色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  吴木生 罗文崴、叶志清、刘刚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一般 

60 分析化学专业课程教学国际化的教学与研究  陈莉莉 黄振中、余腊妹、李平、叶亚楠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61 无机化学教学实验资源合理配置及科学管理模式建立的研究与探讨  宋  琤 钟声亮、曾承辉、邓志红、丁立稳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62 基于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构建及其在物理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章  磊 熊丽华、殷顺高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63 化工原理实验室的开放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探究  王超莉 黄斌、陶端健、许兰萍、蔡明中 化学化工学院 一般 

64 生物科学专业本科课程 MOOCs 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以《植物生物学》为例 邹峥嵘 邓荣根、江玉梅、段小华、余梦艺 生命科学学院 一般 

65 动物生物学精品课程建设 李言阔 邵明勤、丁红秀、宋春晖、涂小云 生命科学学院 一般 

66 基于"E-学习"的课程教学改革案例研究--以《生命科学基础》为例 张文婷 胡桂平、邢若男 生命科学学院 一般 

67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背景下江西省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研究 黎霞芳 周美芳、应露晨、尹国昌、王新宝 体育学院 一般 

68 不同专业学生体育素养水平差异性研究 倪向利 贺新奇、戚薇、曾玉榕、江雪英 体育学院 一般 

69 体育专业课程教学范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尹国昌 谢彬、林蔚、贺新奇、郭开强 体育学院 一般 

70 南昌市各高校体育公选课课程设置与改革的可行性与实效性研究 杨德敏 谭亮、夏天舒、万美荣、耿啸虓 体育学院 一般 

71 PBL 教学模式在高校体育专业健美操教 学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谢黎红 孔春暖、范婕、王双、詹晓梅 体育学院 一般 

72 拓展培训在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培养中的应用 戴永冠 罗林、张丽、林伟红、周伟文 体育学院 一般 

73 具身认知理论下体育专业术科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邱达明 曹东云、秦丽萍、林蔚、贾鹏 体育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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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运动生理学》互动式教学大纲的设计与使用 袁  艳 陈栋、詹晓梅、黄文英、郑松波 体育学院 一般 

75 案例教学法在《体育管理学》中的运用 钟建伟 乐伟民、刘建坤 张军献、刘玉华 体育学院 一般 

76 社会生态学视角下大学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研究 张文涛 饶永辉、詹晓梅、郎勇春、王新宝 体育学院 一般 

77 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普修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优化研究 贾  鹏 秦丽萍、邱达明、徐益雄 体育学院 一般 

78 基于计算思维的《C编程技术》课程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建设 傅清平 罗坚、李雪斌、徐文胜、徐尚青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79 基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新体系构建和教学模式改革  王  萍 杨印根、甘朝红、王昌晶、揭安全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80 CDIO 工程化导向的高校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彭  云 钟林辉、李雪斌、聂伟强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81 基于 ARCS 模型的 Mooc 学习满意度研究--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  廖云燕 王昌晶、谢云、聂承启、李雪斌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82 慕课平台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  佳 方剑英、邓有莲、黄林颖、熊晓华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83 网络安全课程引导式教学探索  胡  蕾 郭帆、万宇文、章昱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 

84 构建"以学为主"双语教学有效课堂研究-以《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学》为例 刘  丽 倪才英、欧阳惠云、贺海芳、况烨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85 作坊式建筑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讨 钟新平 钟新平、罗奇、李小云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86 基于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房地产纠纷案例教学应用研究 胡细英 丁川、余莹、李昌花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87 思维先行-建筑学专业美术教学内容创新研究 李荣华 胡兰贞、刘丽、祝海珊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88 《建筑初步》教学改革的新思路-空间意识与创新思维模式的培养 周  博 罗奇、冷浩然、胡兰珍、郑侃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89 风景园林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陈晓刚 林辉、张国勇、曾艳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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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建筑结构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探索与研究 冷浩然 周博、陈晓刚、郑侃、蔡定涛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91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工程测量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余  莹 范正根、赵海云、李昌花、王颖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92 面向规划师角色分化的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小云 刘丽、钟新平、胡鸿、王颖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93 城乡规划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杨  坤 闵忠荣、曾艳、李小云 城市建设学院 一般 

94 以项目驱动的 GIS 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罗  津 
方朝阳、卢成芳、俎晓芳、高丹、

张敬伟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一般 

95 基于"问题-方法-问题"模式的《计量地理学》教学改革实践  胡碧松 齐述华、廖富强、曾秀萍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一般 

96 用 Google Earth 整合《世界地理》教学  丁明军 张华、李兰晖、时光训、王敏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一般 

97 《土壤地理学》科研辅助教学改革 胡启武 刘影、吴琴、顾中宇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一般 

98 基于 MOOCS 的《FLASH 动画制作》网络课程开发与研究 何彤宇 张静、易凯谕、翁云、魏颖 传播学院 一般 

99 基于"慕课"平台的微课程设计与应用创新的实践研究 喻晓琛 刘一儒、曾振华、陈莉、陈春生 传播学院 一般 

100 慕课资源建设模式与技术规范研究 刘一儒 喻晓琛、徐华银、曾振华 传播学院 一般 

101 财经金融英汉互译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 鲁  伟 肖忠民、熊锋华、黄慧、熊智伟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2 基于文化价值传播的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经典教学改革研究  刘衍军 吴慧、刘杰、杨拓、卢普玲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3 来华留学生新型制文化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胡  希 陶水平、肖忠民、宫君美、王薇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4 国际教育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双语教学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 谢丽惠 张友苏、李晓园、江虹、郭睿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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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基于跨学科综合能力训练的高校英语听力教学整合研究 黄  路 刘力、谢昱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6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在《外贸英文制单》课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赵  莹 熊智伟、张友香、胡媛、白芳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7 社会文化视域下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与教学模式构建 吴  慧 卢普玲、刘衍军、刘杰、杨拓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 

108 
以文化创意为引导，以实践教育为主导的动漫设计与创意开发人才培养探索与

实践 
王  渊 

郭斌、邓小方、丛艳华、唐权华、

雷刚 
软件学院 一般 

109 基于 MOOC 的软件测试课程教学改革 黄龙军 黄明和、雷刚、唐劼、刘清华 软件学院 一般 

110 嵌入式实验课程错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戴莉萍 黄龙军、胡国雄、邓小方、刘清华 软件学院 一般 

111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曾雅琳 汪浩、郭斌 雷刚、邓小方 软件学院 一般 

112 翻转课堂在项目驱动教学中的实践 吴福英 黄明和、王渊、蒋长根、李萍 软件学院 一般 

113 泛在学习理念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胡国雄 黄莉、戴莉萍、石海鹏、郭斌 软件学院 一般 

114 基于软件生命周期贯穿式的工作室教学模式研究 王文乐 张秋燕、雷刚、刘清华、龙安邦 软件学院 一般 

115 高校青年教师成长影响因素及路径优化研究  黄小勇 陈运平、刘清华、罗序斌、张新芝 财政金融学院 一般 

116 基于研究性教学理论的金融市场学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 李世财 卢宇荣、李峰、王丽芳 财政金融学院 一般 

117 基于 CBE 的《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课程教学范式改革研究  章  波 邓格琳、郑瑞君、曾琪、李昕 初等教育学院 一般 

118 《现代教育技术》PBL 教学模式应用研究-以本科层次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邓格琳 向晶、章波、朱爱军、杨南昌 初等教育学院 一般 

119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究  向  晶 邓格琳、冯加鱼、黎玮  初等教育学院 一般 



 

 — 11 — 

120 参与式教学法在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金  凤 程鸣凤 军事教研部 一般 

121 基于五评制度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改革与实践研究 邹生根 
张朝光、查红伶、李平香、徐华银、

彭睿、吴传孙、 郑卫平 
教务处 一般 

122 地方师范院校本科课程设置的现状及改革思路研究--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 赵  苗 查红伶、李平香、张同柏 教务处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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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年9月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