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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高〔2016〕37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6 年 

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6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高〔2016〕13号）精神，我委

组织开展了 2016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的申报工作。经

学校申报、专家评审和我委审核，现同意复旦大学张学新承担的《基

于对分课堂新型教学模式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等 94项本科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立项（见附件）。请各高校高度重视项目的研究与试点，

加强项目管理，按时组织结题，并于 2017年 6月底前将项目验收材

料报我委备案。 



 —  2  — 

    附件：2016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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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1 复旦大学 基于对分课堂新型教学模式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张学新 

2 复旦大学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儿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黄国英 

3 复旦大学 基于建模思维与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苏卫锋 

4 复旦大学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药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探索

与实践 
侯爱君 

5 复旦大学 “全媒体时代”综合性大学影视课程的教学改革 龚金平 

6 上海交通大学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过程教育为核心的工程力学创

新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张卫刚 

7 上海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1+4”教学共同体模式改革 黄伟力 

8 上海交通大学 大电类平台课程设置及其教学管理的研究 张峰 

9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工程实践的项目式毕业设计课程建设 奚立峰 

10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招生培养一体化理念的大学招生体系探索 郑益慧 

11 同济大学 
围绕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强化建筑规划景观教学

体系的理性特色 
黄一如 

12 同济大学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童美松 

13 同济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物理课程建设与实践 
吴天刚、羊亚

平  

14 同济大学 创新移动课堂跨学科教学模式研究 娄永琪 

15 同济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医学课程整合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吕立夏、徐国

彤 

16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改革的研究 汪晓赞 

17 华东师范大学 面向创新创业的环境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周天舒 

18 华东师范大学 大学生双创（创新创业）教学改革实践 魏劭农 

19 华东师范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理论与技术的协同教学与实践  
石艳玲 

20 华东师范大学 自然科学史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传承与重建 安维复 

21 华东理工大学 工程导论课程建设 辛忠 

22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两校区办学的创新实践体系的构建和理论探索 张文清 

23 华东理工大学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立体化深入大学物理教学

改革 
陆慧 

24 上海外国语大学 
基于慕课平台的国际理解教育与外语能力培养一体化

模式研究 
张红玲 

2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多元化卓越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于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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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别区域视角下“一带一路”语种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陈  杰 

27 东华大学 
跨专业校企联合集团管控信心管理复合人才机制及培养

方案研究 
赵晓康 

28 东华大学 基于互联网的实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吴文华 

29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改革与 CPIR平台实践 樊丽明 

30 上海财经大学 复合型卓越会计人才的分类培养模式探索 陈信元 

31 上海财经大学 创新统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周勇 

32 上海海事大学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工科专业综合改革理论与实践 张秋荣 

33 上海海事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跨学科合作的航运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瞿群臻 

34 上海音乐学院 民族室内乐教学改革 吴强 

35 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何雁 

36 上海戏剧学院 公共课教学模式改革 陈敏 

37 上海戏剧学院 艺术院校人文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黄意明 

38 上海体育学院 师生创新共同体建设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 黄聚云 

39 上海体育学院 
基于“学习-设计-实践”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创新人才培

养研究 
刘  静 

40 华东政法大学 互联网+法律文献检索教学研究 林燕萍  

41 华东政法大学 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丁勇 

42 华东政法大学 
本科生创业实务训练课程开发与建设——政府、高校、创

业基地三位一体的探索 
朱莺 

43 上海海洋大学 
高原高峰视角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以上海海洋大

学为例) 
王锡昌 

44 上海海洋大学 
探究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具有海洋特色的电工电子教学

平台 
刘雨青  

45 上海海洋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建设 马  莹 

46 上海电力学院 三维一体”式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综合改革与实践 徐群杰 

47 上海电力学院 
立足电力生产一线，构建能源与动力工程应用型人才多维

协同培养体系 
胡丹梅 

48 上海大学 
上海市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模式创新研究 

——以上海大学为例 
丛玉豪 

49 上海大学 建筑信息化时代的土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朱杰江 

50 上海中医药大学 
基于中医健康服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的完

善与实践 
陈正芹、舒静 

51 上海中医药大学 
石氏伤科流派传承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探索——中医骨

伤科学教学体系的优化构建 
詹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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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海中医药大学 
基于“应用能力”为导向的生物医学工程（中医信息

与工程方向）教学模式构建 
杨华元 

5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4+4”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成效研究 胡翊群 

5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富冀枫、李

丽 

5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基于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教学团队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改革 

朱海燕、梅

文瀚 

56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卓越教师“核心素养”模型建构研究 柯勤飞 

57 上海师范大学 植物学实验教学模式改革 曹建国 

58 上海师范大学 广告专业“产学交互”教学模式再创新 郑  欢 

5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化会展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春雷 

6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与经法学科融合下的国际政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郭学堂 

6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马其华 

6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以工程教育为本，建设应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特色专

业 
徐菁利 

63 上海理工大学 “三化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孙跃东 

64 上海理工大学 
“产教融合”数字出版与传播类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施勇勤 

65 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专业工程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贾宏志 

6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应用型本科建筑工程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研究 
武田艳 

6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国娟 

6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从“教育供给侧”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吴梦初 

69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中本贯通专业 7年一体化核心课程建设实践

与探索 
李宁 

7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应用型本科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实

践 
姚莉 

71 上海金融学院 
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中本贯通公共英语课程一体化

研究 
李小坤 

72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财经类院校金融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王楚明 

73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基于专业胜任能力培养的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体系

的构建—以会计学专业为例 
邵军 

74 上海电机学院 
专业认证背景下应用型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迟长春 

75 上海电机学院 应用型本科软件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淮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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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上海商学院 基于卓越商科人才培养的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与实践 熊平安 

77 上海商学院 产教融合 ICT复合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孟庆华 

78 上海商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驱动下应用型商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研究 
程艳萍 

79 上海政法学院 
探索刑法学教学模式的新突破——基于三位一体的“动态刑

法学” 
王娜 

80 上海政法学院 应用型卓越社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可创 

81 上海政法学院 提升理性思维素养的通识教育课程群改革与实践 
欧阳为

民 

82 上海杉达学院 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牛淑珍 

83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设计类专业线上线下融合式课堂教学实践与模式研究 王红江 

84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濒危传统工艺的现代教学改革探索——《“点翠与珐琅”实

践》 
龚世俊 

8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创感教育视角下商科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与实践 余婕 

86 上海建桥学院 应用型计算机类专业“三创”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徐方勤 

87 上海高校图工委 智慧泛在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进 

88 上海海关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商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以上海海

关学院为例 
匡增杰 

89 上海健康医学院 应用型本科《成人护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顾艳荭 

90 上海健康医学院 应用型本科药学人才创新教育体系研究 徐一新 

91 第二军医大学 教学 PI制在医学院校整合课程建设中的探索和应用 谢长勇 

92 第二军医大学 医学本科生学习风格及教学对策实证研究 鲁  娟 

93 上海纽约大学 使用布鲁姆分类学法指导本科教学机制建制 于丹阳 

94 同济大学等 上海市属高校本科专业办学状况预警机制的研究 何敏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5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