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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7〕30号 

关于 2016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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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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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教育统计与测量基 

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等 117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获准 

立项,其中重点项目19项(每项资助0.4万元)、 一般项目98项 （每 

项资助 0.2万元） 。 

各单位要对本单位立项校级教改课题给予大力支持，项目负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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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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教改成果，确保项目研究取得实效。 

附件：江西师范大学2016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立项名单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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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单位 类型 

JXSDJG16001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教育统计与测量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谢美华 黄友泉 王冬梅 教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02 《教育学基础》微课开发与应用研究 黄友泉 谢美华 杨桴 陈洪涛 袁建生 教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03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专业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 葛孝亿 杨勇 江海英 刘寸金 王冬梅 教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04 
基于融合导向的复合型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路径探究—以江西师大特 

殊教育专业为例 
黄建辉 孙宝珍 徐永文 胡金秀 杨强 教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05 基于核心素养的“三向三层”教学模式——以《心理学基础》课程为例 李毕琴 张璟 罗蓉 王宝玺 胡笑羽 心理学院 重点 

JXSDJG16006 “互联网+”背景下的法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晓静 沈桥林 万海峰 王卫红 政法学院 重点 

JXSDJG16007 卓越法律人才背景下法律诊所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颜三忠 熊时升 洪萍 王满生 罗金寿 政法学院 重点 

JXSDJG16008 社会工作专业“学、政、社”三方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 周琴 冯小林 李建斌 查明辉 戴利朝 政法学院 重点 

JXSDJG16009 苏格拉底“助产术”在文科专业教学中的运用 郑争文 谢翌 马九福 谢中和 胡军良 马院 重点 

JXSDJG16010 思想史的整体叙事法在思想史类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易燕明 邓庆平 谢中和 王小珍 马院 重点 

JXSDJG16011 PAD 教学模式下《大学物理》高效课堂建设 李钦亮 袁彩雷 陶圣旦 邓淼鑫 查紫鹏 理电学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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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012 
导师制下基于科研实验室的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以江西师范大学物理 

学专业为例 
杨勇 黄亦斌 屈耀辉 梁艳 张九凌 理电学院 重点 

JXSDJG16013 
基于翻转课堂和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江西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解剖学》课程教学为例 
赖弥荣 刘琪 黄文英 詹晓梅 袁艳 体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14 江西师范大学校园足球“四层三线三促进”教学实践研究_ 朱桂林 饶勇辉 洪熊 刘江平 体育学院 重点 

JXSDJG16015 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概论》课程体验式教学研究 王凤仙 曾振华 张燕 祝胜军 传播学院 重点 

JXSDJG16016 
基于微课+项目驱动的混合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中的应用研究-以国际金融 

为例 
熊智伟 黄慧 张友香 黄声兰 赵莹 国教学院 重点 

JXSDJG16017 基于微信支持的移动教学策略研究-以《英美报刊选读》为例 王玲 魏华 范永兰 雷玲 国教学院 重点 

JXSDJG16018 
基于教学能力发展的师范生《数学思想方法》课程构建及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 
刘祖洋 刘咏梅 张桐柏 蔡恒文 段丹丹 初教学院 重点 

JXSDJG16019 新形势下高校实验室管理体系改革研究 陶向阳 宋彦婷 贾芳 
实验室中 

心 
重点 

JXSDJG16020 
新媒体时代下《教师专业发展》课程的案例资源库建设研究：以“教师 

专业精神”资源为例 
张建中 章小谦 杨桴 邓少辉 王冬梅 教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21 
案例教学法在学前教育本科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幼儿园安全教育》 

课程为例 
刘智成 裘指挥 王燕 赵永辉 廖雪蓉 教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22 
“以学为中心”的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　　以学前教育专业课《学前 

心理学》为例 
廖雪蓉 王燕 胡蕾 金艳 教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23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课程建设研究 苏勇 赖大仁 冯樨 陈海燕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24 “大道”致简与“案例”教学——语言类课程教学改革 曹跃香 刘楚群 谢芳薇 周敏莉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25 诗词对联写作课程的高校化实践研究 杜华平 龚岚 魏祖钦 文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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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026 文学课“协作小组”过程式教学对分 冯樨 陈静 刘亚律 梁庆标 苏勇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27 语言生活理念下“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 刘楚群 曹跃香 肖九根 周敏莉 张勇生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28 
基于师范生研究能力的 PBL 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史》课程中的应用研 

究 
曾斌 陈志华 彭毓敏 卢玉洁 梁庆标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29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及矫正策略研究 周敏莉 曹跃香 徐静 孟斌 邓钥 文学院 一般 

JXSDJG16030 旅游公选课“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建设 万剑敏 高新宇 文旅学院 一般 

JXSDJG16031 数字史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杨长云 陈婕 李佳明 常帅 雷志伟 文旅学院 一般 

JXSDJG16032 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研究 王灵波 陈绍辉 郭莉 欧阳君君 余行飞 政法学院 一般 

JXSDJG16033 江西省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模式创新研究 李立文 潘华 曾丽萍 唐斌 政法学院 一般 

JXSDJG16034 金融教育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效果评价策略与优化研究 崔静雯 李云峰 涂志明 汤美丽 刘莉 政法学院 一般 

JXSDJG16035 案例教学设计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作用研究--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余冲 彭升庭 王东明 郑双胜 聂爱云 政法学院 一般 

JXSDJG16036 教师资格全国统考视域下师范生课堂教学能力的培养 孙菊如 彭隆辉 郭凌 廖燕华 曾妮 马院 一般 

JXSDJG16037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以《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 
骆江玲 龚春明 向晶 陈建国 马院 一般 

JXSDJG16038 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研究 毛韵 蓝春娣 邓久根 胡晔 马院 一般 

JXSDJG16039 高校思政课“慕课”教学的困境与策略研究 蓝春娣 陈晓刚 刘庆玉 杜万阳 马院 一般 

JXSDJG16040 基于微信平台的英语“视听续说”教学模式研究 万小燕 刘春燕 黄娅 刘辅兰 外语学院 一般



— 6 — 

JXSDJG16041 运用智能手机来提高“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效果的实验研究 黄琳 胡宝莲 喻萍 饶振辉 刘春燕 外语学院 一般 

JXSDJG16042 汉英平行语料库在汉英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付瑛瑛 董闽花 杨丽华 曹迎春 黄琳 外语学院 一般 

JXSDJG16043 价值多元化背景下日语专业毕业论文问题分析与培养方案的关联研究 赵海涛 王玉华 黄虎清 张玲 楚永娟 外语学院 一般 

JXSDJG16044 
西方古典学教育在我国西方现代语言专业教育中的作用、意义及可行性 

研究 
李树春 张明娟 孙凌钰 外语学院 一般 

JXSDJG16045 大学日语专业写作课程的系统性建设 陈岗 黄虎清 张玲 魏艳 彭武英 外语学院 一般 

JXSDJG16046 新型材料及工艺在图案和装饰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温静 唐阿君 廖媛雨 美术学院 一般 

JXSDJG16047 
关于设计类竞赛教学工作室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为例 
唐阿君 饶乐 温静 李锐 美术学院 一般 

JXSDJG16048 
企业情景下人力资源项目团队实践教学研究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 

例 
姚岳军 叶赛楠 李晓园 候烜方王碧英 商学院 一般 

JXSDJG16049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现状调查研究 孙会明 万文涛 秦明鹏 曹烨 熊春凤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0 基于卓越教师培养的《解析几何》课程教学研究 任琛琛 刘咏梅 郭小江 赵子兵 桂国祥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1 微积分双语教学的若干探究 龙薇 丁惠生 胡国荣 张红霞 刘满满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2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类人才的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龚海林 杨应谦 屈智敏 刘志强 赵阳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3 
面向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微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以《离散数学》课程 

为例 
甘爱萍 黄福生 姜样兰 陈春芳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4 高校慕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会计学原理》课程为例 罗曰媄 徐斌 徐良 数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55 基于数学文化观的《高等数学》教学研究 袁达明 张静 曹振华 数信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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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056 分专业方向培养模式的实践和探索 叶志清 柯强 饶春芳 王燕 钟华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57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虚拟仿真教学的研究及网络学习平台建设 王君 罗海梅 刘淑琴 张国平 付贵阳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58 PBL 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探索 俞挺 袁彩雷 胡策 周文达 安志伟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59 大数据背景下 PBL 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谢旻 段正路 傅晓明 王颖 王安琪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0 一体化融合通信实验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柯强 叶志清 胡菊菊 王芳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1 大学物理实验课前指导视频资源平台建设 官盛果 程晏蓓 刘忠民 闵秋应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2 STEM 教育融入工科大学物理实验创新的探索与研究 曾凡焱 黄亦斌 黄姗 洪爱俊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3 构建科技素养与科研能力并重的物理学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雷雪玲 欧阳楚英 刘刚 石晶 吴木生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4 
从现象到模型，基于问题导引和逻辑推演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探究与实 

践 
王公平 周新雅 洪爱俊 屈耀辉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5 “FPGA 与数字系统设计”课程实验系统升级方案研究 刘祝华 饶志明 袁文 徐林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6 “互联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徐铿 刘文华 郭满满 李建根 邹敬平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7 科技创新背景下光传输系统实验的模块化和微课式教学研究 祝远锋 饶春芳 钟华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8 理工科大学生创新思维与技能的培养途径与实践方法 刘正奇 刘桂强 刘晓山 付国兰 刘忠民 理电学院 一般 

JXSDJG16069 面向校企合作的化工本科专业“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陶端健 杜焰 王超莉 许兰萍 盛寿日 化学学院 一般 

JXSDJG16070 基于问题导向的案例教学模式在《物理化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熊丽华 张小亮 刘鑫 贾玉帅 化学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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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071 稀土与化学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钟声亮 王雷 李苑 丁立稳 化学学院 一般 

JXSDJG16072 高分子化学双语教学探索及其慕课建设 梁爱辉 盛寿日 刘勇军 王志平 化学学院 一般 

JXSDJG16073 基于“慕课”思维的《有机化学》双语教学实践与改革 陈知远 彭以元 丁秋平 傅杨 化学学院 一般 

JXSDJG16074 基于知识可视化的《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研 崔浩 熊薇 付鸣佳 简敏菲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75 《细胞生物学实验》 “微课”资源的设计开发与教学实践 张帆涛 涂艺声 蔡险峰 徐贤柱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76 生物科学专业动物生物学野外实习数字化探索 王振宇 易现峰 李言阔 邵明勤 涂小云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77 讨论式教学在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蔡险峰 涂艺声 张帆涛 徐贤柱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78 慕课环境下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游清徽 阳文静 邹龙 徐贤柱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79 提高本科生科技创新试验和毕业论文应用能力的生物统计学改革 鲁顺保 张英俊 严月 赵玉皓 刘玉槐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80 PBL 教学法在实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研究 曹玲珍 姚宝骏 余继红 刘席佑 生命学院 一般 

JXSDJG16081 基于创新驱动的《田径基础》四位一体链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文涛 詹晓梅 黄达武 黎霞芳 梁强 体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82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施双语教学的实验与研究 郑松波 陈栋 袁艳 张永兴 邓晓琴 体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83 慕课对体育专业教师的角色影响研究 陈栋 袁艳 刘志元 杨宏 体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84 
创新创业教育驱动下技能主导类运动项目教学改革研究——基于 PAD 教 

学模式下 
贾鹏 秦丽萍 邱达明 徐益雄 体育学院 一般 

JXSDJG16085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沉浸式教学方法设计研究 雷浩鹏 叶继华 揭安全 徐凡 罗国亮 计信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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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086 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李云清 杨庆红 揭安全 化志章 王岚 计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87 VB 教学中基于翻转课堂的学生编程能力培养研究 李茂西 王晓庆 卢家兴 计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88 基于 SPOC 的《C语言程序设计》混合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傅清平 王昌晶 李雪斌 罗坚 计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89 基于 SPOC 的《多媒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王萍 杨印根 甘朝红 王昌晶 揭安全 计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90 物联网专业学生的数学思维培养——以《通信原理》课程为例 徐凡 叶继华 左家莉 刘长红 雷浩鹏 计信学院 一般 

JXSDJG16091 基于 WEB 的 GIS 专业毕业实习协同管理平台建设 吴建华 舒晓波 韦朋杰 余梦娟 地理学院 一般 

JXSDJG16092 对分课堂在普通生态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黄小兰 黄景碧 郭娅姗 颜丽琴 地理学院 一般 

JXSDJG16093 基于项目教学法的水文水资源学课程教学改革 王鹏 张华 李林 李传琼 李燕 地理学院 一般 

JXSDJG16094 基于 BIM 与 MOOC 协同效应的工程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曾文海 范正根 刘桂海 石水海 城建学院 一般 

JXSDJG16095 
动机调查下城建类专业选修课分层教学探索与实践——以“土地利用规 

划”课程为例 
任艳胜 范正根 刘丽 田家乐 城建学院 一般 

JXSDJG16096 大学生房地产经纪职业能力的培养研究 胡细英 丁川 李昌花 吴巍 城建学院 一般 

JXSDJG16097 MOOC 背景下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陈晓刚 蓝春娣 林辉 朱小刚 周博 城建学院 一般 

JXSDJG16098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课程动态教学的实践研究—以新闻传播学为例 袁爱清 曾振华 李春雷 陆涛 洪黎 传播学院 一般 

JXSDJG16099 基于教师工作室（坊）的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 刘赣洪 项国雄 胡三华 李箭 刘娅 传播学院 一般 

JXSDJG16100 新闻传播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 刘开源 胡沈明 洪伟 龙莎 蒋婷燕 传播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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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SDJG16101 
启发式教学理念下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以商务英语专业的部 

分商科课程为例 
蔡晓辉 熊智伟 王新荣 黄声兰 陈岚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2 跨文化背景下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 杨拓 吴慧 刘衍军 胡芊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3 
混合教学模式下基于移动终端的英语翻转课堂建设探究—以《英语视听 

说》课程为例 
邓雅婷 范永兰 熊琴 徐爱伟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4 写长法在商务英语精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徐玲 唐雄英 肖永兰 徐静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5 大学英语专业的人文性与重回经典阅读研究 胡希 宫君美 胡瑶星 王薇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6 形成性评价在大学专业英语教学中的效应研究-以综合英语课程为例 徐静 唐雄英 徐玲 黄燕群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7 
基于项目教学法的教学模式改革与研究----以《商务英语函电》课程为 

例 
付鸣娟 熊智伟 李玉梅 邓云丽 国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08 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在《数据库原理与设计》课程的实践与研究 吴福英 黄明和 曾雅琳 李冰 徐虹 软件学院 一般 

JXSDJG16109 基于翻转课堂+项目驱动式的软件工程导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文乐 黄龙军 龙浩 李弟平 刘金 软件学院 一般 

JXSDJG16110 创新驱动战略下江西省高校“双创”人才差异化培养模式研究 张毓卿 卢宇荣 周才云 罗小娟 占佳伟 财金学院 一般 

JXSDJG16111 金融学案例开发和课堂设计——以《经典投融资案例分析》为例 彭明旭 胡礼文 颜晓燕 杨佳娜 财金学院 一般 

JXSDJG16112 BOPPPS 模式在《金融市场学》课程设计中的探索 李世财 陈胜祥 李云峰 王丽芳 财金学院 一般 

JXSDJG16113 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文学类课程中的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徐丽鹃 徐丽英 刘衍军 周兴泰 初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14 基于实践取向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信息技术方向课程设置研究 黄莉 胡国雄 朱茂虎 刘祖洋 初教学院 一般 

JXSDJG16115 师范生依法执教能力培养机制研究 徐冬鸣 向晶 宋丽红 计芸 初教学院 一般



— 11 — 

JXSDJG16116 信息化环境中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网络精品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 季鹏 姜辉 万向东 郭奇峰 现教中心 一般 

JXSDJG16117 基于雨课堂的 web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宋彦婷 张泉 彭雅丽 贾芳 
实验室中 

心 
一般



— 12 — 

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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