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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3 项） 

 

序号 实验教学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专业类别 所在学院 

1 
健康教育背景下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运动

干预的虚拟仿真实验 
袁凌燕 体育学类 体育学院 

2 书籍装帧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赵志勇 艺术学类 美术学院 

3 
舞蹈运动损伤应急处置与伤后康复虚拟仿

真实验 
高娟敏 艺术学类 音乐学院 

 

2019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 个）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1 金融学 商学院 

2 小学教育 教育学院 

3 汉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4 历史学 人文学院 

5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理学院 

6 应用心理学 教育学院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8 旅游管理 旅游学院 

9 音乐学 音乐学院 

10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传媒学院 

11 美术学 美术学院 

 

2019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 个）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1 哲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2 英语 外国语学院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2 个）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专业类别 

1 小学教育 本科 小学教育 

2 物理学 本科 中学教育 

 

上海市级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长三角区域协同的“人工智能+教育”新工科创

新实践平台探索与实践 
张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2 核心素养导向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赵兴祥 建筑工程学院 

 

上海市级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现代都市园艺产业链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实践 
戴绍军 生命科学学院 

 

2020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改项目（1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 
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地理师范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途径及机制研究 
理学 高峻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2 
金融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学一流本科 TDE教学模

式改革 
经济学 茆训诚 商学院 

3 
基于“问题式教学”的物理师范生创新实践能

力“1＋2＋3＋n”培养模式探索 
理学 林方婷 数理学院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4 
本科生 SPOC教学跨校跨学科共享互惠模式—

—以两个超星示范教学包为例 
法学 陶庆 哲学与法政学院 

5 师范生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评价与课程设计 教育学 蔡丹 教务处 

6 
智能建造趋势下核心素养导向的新型工程管理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工学 赵兴祥 建筑工程学院 

7 中文专业师范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与创新 文学 查清华 人文学院 

8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生命科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理学 曹建国 生命科学学院 

9 
由“免修”转向“勉修”的视障大学生体育课

程 
教育学 薛原 体育学院 

10 师范教育创新：跨学科“工作坊”系列 教育学 王荣生 教育学院 

11 
一流本科建设背景下艺术类专业整建制课程思

政改革探索 
艺术学 赵炳翔 影视传媒学院 

 

2020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34 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所在学院 

1 离散数学原理与实践 张波 线下课程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谦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3 工业催化 张昉 线下课程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4 数学分析 娄本东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5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 周才军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6 原子物理学 叶翔 线下课程 数理学院 

7 中国哲学史 邓辉 线下课程 哲学与法政学院 

8 普通心理学 李海江 线下课程 教育学院 

9 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晏辉 线下课程 哲学与法政学院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所在学院 

10 酒店经营管理 李伟清 线下课程 旅游学院 

11 室内外效果图表现技法 江滨、许光辉 线下课程 美术学院 

12 高级英语 李四清 线下课程 外国语学院 

13 舞蹈科学训练 高娟敏 线下课程 音乐学院 

14 古代汉语 张巍 线下课程 对外汉语学院 

15 金融计算与建模 朱敏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商学院 

16 智能硬件设计基础 张崇明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17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 王亚飞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 

18 植物分子生物学 戴绍军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生命科学学院 

19 环境科学概论 孙伟华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20 房屋建筑学 张国军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建筑工程学院 

2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耿步健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 公司金融学 张震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商学院 

23 展览会策划与管理 褚玉静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旅游学院 

24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 黄友初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教育学院 

25 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估 何慧华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教育学院 

26 新闻学概论 孙宝国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影视传媒学院 

27 现代语言学技术 王双成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文学院 

28 现代极简教育技术 鲍贤清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教育学院 

29 中国古代史 姚潇鸫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文学院 

30 《乌托邦》精读 郝春鹏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 外国档案事业 吕元智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人文学院 

32 投资银行学 黄建中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 商学院 

33 
中小学创新课程开发与实

践之脊柱健康教育 
袁凌燕 社会实践课程 体育学院 

34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王元 全英语课程 影视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