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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 

项目 
编号 项  目  名  称 学  院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201501 《无机化学》教学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化学学院 温丽丽 胡宗球、王成刚、刘斌、王莉、郭能 
201502 用移动学习技术提高中学化学教学系列模块课程教学质量的研究 化学学院 李佳 王后雄、张文华、曾艳、王世存、郭能 
201503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体育学院 房建武 郭宝科、李恩荆、王一民、覃刚、刘卫民 
201504 高校团体操的创编与表演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团体操表演实例研究 体育学院 肖冰 凌晨、王立清、柯达 

201505 体育教育专业“技术主题”教育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 体育学院 罗小兵 
鲁长芬、王斌、王健、史佳、尚辉娣、王田、

王悦 
201506 卓越数学数字化教师培养的路径和条件分析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徐章韬 郑高峰、彭双阶、何穗、刘敏思、梅全雄 
201507 面向数学师范生学与教反思的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熊惠民 徐汉文、胡典顺、郝晓玉 
201508 基于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数学专业分析类课程的综合教学创新探索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代晋军 彭双阶、郑高峰、方文波、刘敏思、何穗 
201509 土壤过程与土地资源利用专业实验室面向本科生开放的机制研究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周勇 聂  艳、于  雷、曹隽隽、朱 强 
201510 云课堂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陈实 李家清、黄建武、揭毅、李家成 
201511 面向国际仲裁实务的案例式教学模式研究 法学院 徐妮娜 常健、魏森、姚誉作、肖蓓 
201512 “SGC+”创新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新闻传播学院 喻发胜 刘震、陈俊峰、胡瑛、沈思、卢亚芳 
201513 服务学习理念下《社会行政》课程教学模式的优化研究 社会学院 高玉铃 徐晓军、曾永泉、杨生勇、祝平燕 
201514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融入高校公共素质课堂的应用模式探究 社会学院 金小红 张大维、徐晓军、涂静芬 
201515 基于云平台的卓越中学历史师资培养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杜芳 张雪、束鹏芳、李明海、陆优君 
201516 亚洲主要国家“世界历史”学科教学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历史文化学院 彭慧 梁军、詹娜、岳伟 
201517 基于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陈设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美术学院 魏 勇 尹继鸣、唐  文、吴红梅、万妍彦 
201518 基于文献研究的美术学习方式的探讨 美术学院 高细媛 娄  宇、杨贤宗、陈晓娟、汪楚雄、朱健翔 

201519 促进大学大班制学生主动学习的策略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李文昊 
郑艳、黄磊、杨九民、杨琳、蒋玲、王忠华、

上超望、李宁、张冰冰、曹雪艳 
201520 基于小软件系统的《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内容组织方式研究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童名文 王轩、徐家臻、王翔 
201521 电子商务类学生体验式创业训练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信息管理学院 谭春辉 王伟军、卢新元、丁玉斌、李霞 

201522 基于“四个转变”理念的外语 TT 教学模式研究 外国语学院 娜仁图雅
尹仙花、石桥一纪、黄磊、金英丹、汉娜、

杨洋 
201523 《法语语法》辅导课授课策略研究 外国语学院 王佳 杨芬、彭莹莹、李汶芮、吴丹婷 
201524 优化课程体系、提高英语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模式研究 外国语学院 闫春梅 徐泉、李正林、余波、邹春燕、何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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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项  目  名  称 学  院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201525 回归人本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构 外国语学院 杨虹 朱梅华、曹彬、陈琳、张甜 
201526 混合课堂模式下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管理学院 徐军玲 姚锐敏、张启春、李哲、丁悦 
201527 混合式学习背景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管理学院 戴胜利 姚锐敏、费军、卢旭、田鹏 
201528 大学生参与科研对创造力、就业绩效的影响及管理对策 心理学院 王忠军 马红宇、林玲、谢员、唐汉瑛 
201529 混合课堂中在线教学资源的作用 心理学院 洪建中 田媛、黄凤、皮忠玲、程雪姣、刘登 

201530 基于对分课堂的心理学师范生学科教学论课程设计 心理学院 张微 
马红宇、刘勤学、熊俊梅、林玲、黄晓蕾、

何苗 
201531 兴趣驱动自主学习式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魏开平 王敬华、沈显君、彭  熙、杨三平、王会元 
201532 基于云课堂的计算机网络课程翻转式教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赵甫哲 崔建群、郭亚军、王明安 

201533 基于“四个转变”理念的免费师范生教学能力实训“大教学模式”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红伟 
胡田庚、连海江、高杨帆、高鑫、张卫、王

海龙 
201534 “概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华兵 刘苏燕、熊富标、周莉莉、郭明飞 
201535 学科竞赛对促进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潘勋勇 刘守印、黄光明、张青林、夏巧桥 
201536 信息技术环境下研讨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黄致新 吴少平、唐一文、熊水兵、乔翠兰、冯秀梅 
201537 《信息论与编码》和《无线通信原理》全英语教学的研究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谭明新 鲍晓琴、寇相礼、刘艺、邹煜 

201538 
学制改革的理论与实效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第三学期”教师教育暑

期培训为中心 
文学院 张岩泉 

陈秀玲、张筱南、史梅、管贤强 

201539 信息化环境下 Seminar 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文学院 罗耀华 李向农、储泽祥、刘云、张磊 

201540 普通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杨斌 
刘建清、卢子洲、谢耀辉、涂山青、胡焱红、

王  燕、付从荣、骆昌日 
201541 普通高校“大众音乐”课程建构 音乐学院 陈永 徐玲、刘畅、王晓蓉、胡建 
201542 楚地乐舞视域中的高师舞蹈教学研究 音乐学院 张逸 兰天文、朱宇翔、梁宇 
201543 经管类课程教学方式创新及优化研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方中秀 段从清、文鹏、王松 
201544 大学学习中心课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教育学院 陈佑清 毛齐明、曹阳、罗祖兵、高巍、姚林群 
201545 基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师范院校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 教育学院 王健 毛齐明、唐斌、欧阳光华、熊淳、姚林 
201546 大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研究 教务处 郑伦楚 胡中波、胡慧洁、宋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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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中师范大学入选 2015 年省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 

项  目  名  称 学院 项目 
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 

《无机化学》教学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化学学院 温丽丽 胡宗球、王成刚、刘斌、王莉、郭能 

用移动学习技术提高中学化学教学系列模块课程教学质量的研究 化学学院 李佳 王后雄、张文华、曾艳、王世存、郭能 

体育教育专业“技术主题”教育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 体育学院 罗小兵 鲁长芬、王斌、王健、史佳、尚辉娣、王田、王悦 

卓越数学数字化教师培养的路径和条件分析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徐章韬 郑高峰、彭双阶、何穗、刘敏思、梅全雄 

基于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数学专业分析类课程的综合教学创新探索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代晋军 彭双阶、郑高峰、方文波、刘敏思、何穗 

面向国际仲裁实务的案例式教学模式研究 法学院 徐妮娜 常健、魏森、姚誉作、肖蓓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融入高校公共素质课堂的应用模式探究 社会学院 金小红 张大维、徐晓军、涂静芬 

基于云平台的卓越中学历史师资培养研究 历史文化学院 杜芳 张雪、束鹏芳、李明海、陆优君 

亚洲主要国家“世界历史”学科教学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历史文化学院 彭慧 梁军、詹娜、岳伟 

电子商务类学生体验式创业训练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信息管理学院 谭春辉 王伟军、卢新元、丁玉斌、李霞 

学术共同体视角下的 EAP写作课堂生态构建 外国语学院 江娟 杨虹、曹彬、傅利华、刘滟 

混合式学习背景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管理学院 戴胜利 姚锐敏、费军、卢旭、田鹏 

兴趣驱动自主学习式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研究 计算机学院 魏开平 王敬华、沈显君、彭  熙、杨三平、王会元 

信息技术环境下研讨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黄致新 吴少平、唐一文、熊水兵、乔翠兰、冯秀梅 

学制改革的理论与实效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第三学期”教师教育暑期培训为中心 文学院 张岩泉 陈秀玲、张筱南、史梅、管贤强 

信息化环境下 Seminar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文学院 罗耀华 李向农、储泽祥、刘云、张磊 

楚地乐舞视域中的高师舞蹈教学研究 音乐学院 张逸 兰天文、朱宇翔、梁宇 

大学学习中心课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教育学院 陈佑清 毛齐明、曹阳、罗祖兵、高巍、姚林群 

基于“四个转变”理念的免费师范生教学能力实训“大教学模式”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红伟 胡田庚、连海江、高杨帆、高鑫、张卫、王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