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7年齐鲁师范学院省部级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类别 主持人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编号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  伟 全球化视域下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研究 2010 10CKSJ01

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鞠忠美 山东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2010 10CLSZ03

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寒梅 现代网络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影响及对策研究 2011 11CKSZ06

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凤梅 山东农村现代化进程研究（1949—1978） 2011 11DLSJ04

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陈海燕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梦实现路径研究 2013 13CGMJ04

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晓梅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问
题研究

2013 13CQSJ0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刘振光 齐鲁俗话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 2013 13CFXZ01

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刘德增
山东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基于历史传统
的研究

2014 14BLSJ02

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杭丽华

新常态下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

究
2015 15CZZJ03

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思政专
项

李寒梅
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
承研究

2015 15CSZJ13

1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思政专
项

赵  欣
高校思政实践课融入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2015 15CSZJ38

1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

孙静静 新时期大学生精神追求培育研究 2016 16CSZJ07

1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年学
者重点培养计划专项

祝奉明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党的领导能力提升研究 2016 16CQXJ09

13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李红艳 校地联合开发章丘人文旅游资源路径研究 2012 2012RKB01270

14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尹洪禄
山东省消费安全事件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及对
策研究

2014 2014RKB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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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苗军芙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及实施策略研究 2010 10CJYZ10

1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刘文华
(大)

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机制研究 2010 10CJYZ02

1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  铮                                                                                                                                                                                                                                                                                                                                                                                                                                                                                                                                                                                                                                                                                                                                                                                                                                                                                                                                                                                                                                                                                                                                                                                                                                                                                                                                                                                                                                                                                                                                                                                                                                                                     大学生心理适应的引导策略研究 2010 10DJYZ01

1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周卫勇 山东省普通高中教师队伍质量建设状况研究 2011 11CJYJ12

1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张英梅 基于课程标准的音乐教师校本专业发展研究 2012 12CJYJ14

2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  维 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及教材研究 2012 12CJYZ01

2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李红婷 山东省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2013 13BJYJ02

2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滕秀芹
同伴关系对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机制研
究

2015 15CJYJ04

2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少年

研究专项
王  铮 农村青少年自杀风险评估与防治模式研究 2015 15CQSJ19

25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王  铮 农村老年人自杀风险评估与危机干预研究 2014 2014RKB01862

26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王  岩
创新驱动视角下山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与对策研究

2016 2016RKB01085

27

文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吴冰沁
当代好莱坞电影产业对非英语文学经典的开
发

2010 10CWYZ12

2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胡  峰 诗界革命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2010 10DWXJ04

2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李清民

点校宣统版《山东通志》学校、艺文和人物

篇
2011 11BLSJ03

3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张炜炜 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命运与策略 2011 11CWXJ19

第 2 页，共 9 页



2010-2017年齐鲁师范学院省部级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类别 主持人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编号

31

文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张玉芹 晚清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2012 12CWXJ31

3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郭百灵
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城乡文化变迁与发展对策
研究

2013 13CSHJ04

3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丛坤赤 林语堂文化观念多元性研究 2014 14CWXJ17

3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杜冉冉 中国文学雅俗交替演变特点的美学根源探究 2014 14DWXJ03

3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王京宝 生态文化视域下的高校档案文化建设研究 2014 14BTQJ01

3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孟祥英 词汇化视角的汉语成语研究 2015 15CWXJ23

3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秦  元 《颜氏家训》与《金楼子》比较研究 2016 16CZWJ06

38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郝月梅 王闹一定有办法系列小说 2011

39

外国语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梁承锋
高校大学英语综合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引

导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构建
2011 11CWZZ08

4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黄  迎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管理体系建设 2012 12CWJZ16

4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臧学运 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手段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2012 12CWJZ09

4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赵  旭
交际教学法在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综合英语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2012 12CWJJ26

4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  悦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生需求分析研究 2013 13CWJZ01

4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百温 大学生翻译综合症与双语素质培养研究 2014 14CWXJ39

4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石  磊 基于ESP教学模式的大学英语课程建构研究 2014 14CWYJ04

第 3 页，共 9 页



2010-2017年齐鲁师范学院省部级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类别 主持人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编号

46

外国语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外语研
究专项

马宗玲 基于CBI教学模式的大学英语课程建构研究 2015 15CWZJ23

4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外语研
究专项

冯晓凌
基于批改网的大学英语自主写作教学模式研
究

2015 15CWZJ31

4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外语研
究项目

臧学运  欧美《格萨尔》译介研究 2016 16CWZJ04

4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大学外

语专项
王炬炬 基于学习风格的大学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2016 16CZWJ55

50

历史与社会发展
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林成策 人口与文化关系研究 2011 11BSHJ01

5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林成策
洪泽湖流域的山东移民研究——山东人口“
下南湖”研究

2014 14BSHJ02

5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齐  健
地方高师院校学术公民身份转化与公共学术
平台建设研究

2014 14BTYJ03

5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旅游发
展专项

董晓红 低碳视角下全域旅游发展研究 2016 16CLYJ04

54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林成策
未来十年山东省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需求预测

与供学对策研究
2013 2013RKB01023

5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徐维爽 信息透明度对新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影响 2011 11DKJJ02

5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  剑
成本价值导向下山东省中小企业高层次人才
流动风险管理研究

2012 12DGLZ04

5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郭  锐 价值链管理模式下的企业财务战略研究 2013 13CKJZ01

5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蔡  平
产业转型升级中高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投资研
究--以山东省为例

2014 14CJJJ43

7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会计专

项
毛乾梅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山东省企业XBRL应用架构

体系研究
2015 15CKJJ17

72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张庭发
低碳经济视角下山东中小企业转型成长对策
研究

2012 2012RKB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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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宋永鹏 企业软实力评价及其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2013 2013RKB01043

74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郭思亮
山东省现代低碳产业体系的构建研究—基于
STIRPAT改进模型的实证分析

2014 2013RKB01068

75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徐维爽
增值税“扩围”改革对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研究

2014 2014RKB01040

76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郭  锐 山东经济景气指数的构建及其运行特征研究 2014 2014RKB01982

77

数学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郑  强
碰撞·融合·超胜—清初民间科学家在汇通
中西学术中的贡献及对后世科学发展的启示

2010 10CWYZ02

7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邱忠华
渗透式教育模式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的实践研究

2011 11CZXJ08

79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张克玉
非线性泛函分析方法在海洋生态学模型中的
应用

2015 ZR2015AM014

8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基金项目 秦海勇
分数阶系统的若干控制问题及其在石油石化
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2016 ZR2016AB04

81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谭  霞

超短脉冲激光在耦合量子阱和铷原子中传播

特性的研究
2014 ZR2014AQ018

82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步红霞 B/C/N材料的力学性能和高压物性的理论研究 2016 16CJYJ04

8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张雪冬
复杂理论视域中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10年的
反思性研究

2010 ZR2010BQ023

84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张  寅 山东光伏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2014 2014ZRB01745

85

化学与化工学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张修堂
钼\锶多酸化合物的结构设计和基于离子诱导
效应自组装合成

2010 ZR2010BQ023

86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焦培福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8-羟基喹啉衍生物

的设计、合成与初步生物活性研究
2013 ZR2013BQ010

87
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
金项目

曹晓荣
脂肪酸甲酯磺酸盐（MES）类表面活性剂性质
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2011 BS2011CL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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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化学与化工学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唐培芹
纳米级多金属氧酸盐的蜂窝状结构复合膜的
自组装和性能研究

2011 ZR2011BL020

89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姜文清 离子液体参与的有序集体及性能探索 2011 ZR2011BL019

9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联合
专项）

魏培海
纳米材料辅助核酸适配体探针识别检测重金
属离子

2014 2014ZRB019T7

91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杜淼 氮化硼纳米片的制备及其功能化修饰的研究 2014 2014ZRB01324

92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联合
专项）

董丽花
流感病毒核酸内切酶催化水解RNA反应机理的
理论研究

2015 ZR2015CL017

93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张  峰 五种抗抑郁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筛选和鉴定 2013 ZR2013CM017

94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李师鹏 拟南芥EXO70C1调控细胞极性生长的分子机理 2014 ZR2014CM043

95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孙洪兆
大鼠迷走背核、疑核中硫化氢在束缚-浸水应
激致胃机能紊乱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2011 ZR2011CL012

96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蒋  苏

利用拟南芥管状分子体外诱导体系研究

EXO70A1参与次生壁沉积的分子机制
2013 ZR2013CL017

97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席广民 自噬在前列腺癌发生及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2013 ZR2013CL018

98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联合
专项）

蔡云飞
槲树（Quercus dentata）、蒙古栎（Q. 
mongolica）及辽东栎（Q. liaotongensis）

种间自然杂交研究

2014 2014ZRB0199G

99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柴振光 山东海岸带地区重盐渍化土地绿化模式研究 2014 2014RKB01872

10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培养基金项目 柴振光
FDC与CCS52B相互作用调节玉米株型建成的分
子机理研究

2015 ZR2015PC013

101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联合

专项）
孙洪兆

大鼠迷走神经背核和疑核中硫化氢对胃机能

的调控机制研究
2015 ZR2015CL016

102
山东省自然科学培养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杨俊杰
口腔菌群结构动态变化与胃癌发生发展相关
性的研究

2015 ZR2015CL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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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培养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杨晓蕾 壳聚糖对1型糖尿病小鼠的免疫治疗作用 2015 ZR2015CL024

104
山东省自然科学培养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傅一鸣 拟南芥EXO70功能的初步分析 2015 ZR2015CL022

105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基金项目 高  珊
拟南芥EXO70H4基因参与植物对盐胁迫应答的分

子机理
2017 ZR2017BC016

106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基金项目 刘晓楠
拟南芥EXO70C1在花粉管生长过程中的功能研

究
2017 ZR2017BC020

107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邵  恒 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学习行为研究 2014 14CTYJ10

10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
目

杜建彬
产学研用结合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以互联网
金融人才培养为例

2016 16CJYJ18

109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联合
专项）

杜  林
基于Web2.0平台的多特征Web图像聚类算法与
度量关键问题研究

2013 ZR2013FL010

110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杜建彬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
战略研究

2014 2014RKB01677

123

音乐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查汪宏
当代中国钢琴音乐经典作品创作分析与演奏

研究
2010 10BWYJ03

12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曹文文 中国说唱音乐兴衰变迁背后的文化反思 2010 10CWYJ05

12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常爱玲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钢琴艺术的形成 2010 10CWYZ11

12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燕鸣
双钢琴艺术在我国高师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与
研究

2011 11CWYJ15

12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徐承跃 美声唱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研究 2012 12CWYJ03

12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窦曼莉 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风格探析与研究 2012 12CWYJ02

12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曹文文 齐鲁文化背景下山东成人音乐教育发展研究 2012 12CWY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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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音乐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杨春雪
师范类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基于教学学术
的视角

2012 12CJYJ12

13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桑  潇
咏叹调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威
尔第歌剧《茶花女》为例

2012 12DWYJ13

13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孙  磊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的崇高性研究 2013 13DWYJ01

13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何  艳 山东地区手风琴艺术发展史研究 2013 13CWYZ01

13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王  宁 齐鲁文化在山东鼓子秧歌中的渗透与体现 2013 13CWYJ05

13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房思钊 音乐符号释义学的构建与探索 2014 14BWYJ02

13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查汪宏 山东莱芜渔鼓的传承与保护 2015 15CWYJ34

13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窦曼丽 管平湖古琴及其绘画艺术境界探考与研究 2015 15CWYJ23

13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刘翠翠 后现代音乐教育的研究 2015 15CWYJ03

139

美术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杨三军 学前儿童美术名作认知与审美素养研究 2010 10CJYJ16

14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

李广平 景德镇瓷器艺术与当代中国画名家画瓷研究 2011 11BWYJ04

141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罗  霞 当代艺术家群体与艺术产业园区的关系研究 2011 11CWYJ06

14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信斐 二十世纪写实主义中国人物画研究 2011 11CWYZ02

14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吕  超
传统图形创意之于现代招贴设计——传统图

形创意的核心价值体现及其实现
2012 12DWYJ10

14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曹  暇
“鲁派”内画鼻烟壶艺术研究——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广庆为中
心

2015 15CWYJ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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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美术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年项
目

王文娟 油画风景的空间形式结构因素及运用 2016 16CWYJ05

146

体育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刘  健
山东省城乡体育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

2011 11CTYJ11

14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李  岩 学校武术教育价值观的传承研究 2014 14DTYJ01

148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马涛

健康管理视域下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

系研究
2011 11CJJJ38

149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教司全民健身研
究领域课题

马涛
运动对废用性骨质疏松大鼠破骨细胞生成的
影响及JNK/AP-1信号通路的介导作用

2015

150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武术研究项
目

孙  强 山东民间传统武术文化生态发展研究 2017 WSH2017C016

151

继续教育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宋廷山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生态效率分析及低碳经
济发展对策研究

2015 2015B059

152 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 宋廷山
基于HADOOP云计算平台的分布式海量数据的
统计分析研究

2012 2012LZ051

153
玉米分子育种研

究院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路小铎

玉米胚胎、胚乳早期发育的表观遗传调控机

理研究
2013 ZR2013CM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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