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乡村振兴背景下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早期职业发展跟

踪与培养优化研究（山东省教育厅）

（3）金融风险管理案例库立项文件（山东省教育厅）

（2）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库建设立项文件（山东省教育厅）

（1）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教学案例库（山东省教育厅）

4.立项文件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字〔2019〕4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通知》（鲁学位

〔2016〕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等 3 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学位〔2016〕8 号）要求，经单位推荐、专家评议和网上公

示，2019 年确定立项建设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20 门、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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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20 个、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20

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项目建设工作

各单位要深入落实《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以

“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以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为重点，做好立项项目建设工作。每个项目的建设

期一般为 2-3 年，各单位要定期指导、调度项目进展，确保按时

完成建设任务，达到建设目标，取得高质量成果。

二、加强经费保障支持

各单位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

性，发挥建设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导师教学能力和指

导水平，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2019 年立项的研究

生教育优质课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目，由各单位提

供相应建设经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由我厅提供一定资

助经费，从 2020 年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内下达，各单

位应提供相应配套经费。

三、强化项目考核管理

各单位要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建设经费

最大效益，通过项目引导，切实推动本单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我厅将进一步强化项目绩效考核，对未能完成建设任务或建

设效果不明显的，视情况核减申报名额、追回资助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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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2.2019 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立项建

设名单

3.2019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建设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19 年12 月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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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立项建设名单（22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1 SDYAL19001
实践教学——餐厅服务机器人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山东大学 陈桂友

2 SDYAL19002 临床护理研究思路与方法案例库 山东大学 陈欧

3 SDYAL19003 “法律翻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胡志军

4 SDYAL19004
口腔修复学牙列缺失中英文教学案例库建设

★
山东大学 蓝菁

5 SDYAL19005 应用统计案例库 山东大学 林路

6 SDYAL19006 刑法教义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刘军

7 SDYAL19007 视网膜疾病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曲毅

8 SDYAL19008 交互设计研究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宋方昊

9 SDYAL19009 神经病学专业硕士特色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王胜军

10 SDYAL19010 乡村旅游创业案例库 山东大学 徐凤增

11 SDYAL19011 医学影像学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于德新

12 SDYAL19012 供应链管理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于珍

13 SDYAL19013 “品牌传播与广告创意工坊”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臧丽娜

14 SDYAL19014 《运动训练科学监控》体育硕士教学案例库 中国海洋大学 李世明

15 SDYAL19015 应用统计相关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李长军

16 SDYAL19016 “食品工厂设计”课程教学案例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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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113 SDYAL19113 地基基础事故案例分析与加固技术 山东建筑大学 孙剑平

114 SDYAL19114 《建筑幕墙技术》课程案例库建设 山东建筑大学 阎玉芹

115 SDYAL19115 数据模型与决策教学案例库 山东建筑大学 赵克杰

116 SDYAL19116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课程教学案例库 齐鲁工业大学 崔月芝

117 SDYAL19117 智能电网控制技术教学案例库 齐鲁工业大学 韩国政

118 SDYAL19118 《自然辩证法》案例库 齐鲁工业大学 胡令启

119 SDYAL19119 山东省金融改革与地方金融发展案例库 齐鲁工业大学 李永平

120 SDYAL19120 基于逆向工程的机器人相关课程案例库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乔晋崴

121 SDYAL19121 《智能控制系统与应用》案例库 齐鲁工业大学 孙涛

122 SDYAL19122 《现代测试技术及应用》教学案例库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周婷婷

123 SDYAL19123 《GIS与空间信息分析》课程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陈红艳

124 SDYAL19124 应用胶体化学教学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李丽芳

125 SDYAL19125 工程优化设计方法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李天华

126 SDYAL19126 地籍管理课程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李贻学

127 SDYAL19127 工程伦理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刘传孝

128 SDYAL19128 水工建筑物新技术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刘经强

129 SDYAL19129 生化分离技术集成与应用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刘凯

130 SDYAL19130 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教学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

131 SDYAL19131 食品安全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吴澎

小19
Line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函〔2020〕6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

优质课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通知》（鲁学位

〔2016〕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等3 个实施方案的通知》（鲁

学位〔2016〕8 号）要求，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确定

立项建设 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20 门、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20 个。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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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以深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重点，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对立项建设

项目提供一定建设经费，加强对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定期指导、调度

项目进展，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达到建设目标，取得高质量

成果。

附件：1.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2.2020 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立

项建设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20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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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立项建设名单（22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1 SDYAL20001 “中华文化典籍俄译评析与实践”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李建刚

2 SDYAL20002
一流应用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

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山东大学 张宪亮

3 SDYAL20003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陈晓莉

4 SDYAL20004
《旅行服务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英文案例库

★
山东大学 孙平

5 SDYAL20005 《公司治理》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曹廷求

6 SDYAL20006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中国新闻事业史论研

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山东大学 王咏梅

7 SDYAL20007 MPA《灾害与应急管理》课程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张天舒

8 SDYAL20008 控制工程英文案例库编写★ 山东大学 常发亮

9 SDYAL20009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特种废水处理工程》教

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高宝玉

10 SDYAL20010
面向新旧动能转换的计算流体力学全英文教学

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陈颂英

11 SDYAL20011
面向高端动力装备行业需求的专业实践教学案

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白书战

12 SDYAL20012 《塑性力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王卫东

13 SDYAL20013
《现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
山东大学 凤志慧

14 SDYAL20014
山东省临床医学儿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

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韩波

15 SDYAL20015 妇产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刘培淑

16 SDYAL20016 公共卫生研究生毒理学英文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赵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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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36 SDYAL20036
“储层地质学及油藏描述”全英文课程模块化案

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张宪国

37 SDYAL20037 油区岩相古地理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邱隆伟

38 SDYAL20038 《高等工程热力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斌

39 SDYAL20039 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徐海亮

40 SDYAL20040 MPA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孙守相

41 SDYAL20041 企业并购与重组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王洪生

42 SDYAL20042 土地评价与估价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王瑷玲

43 SDYAL20043 结构加固理论教学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孙勇

44 SDYAL20044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山东农业大学 樊新忠

45 SDYAL20045 基于智能物联的嵌入式系统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姜红花

46 SDYAL20046 园艺植物栽培技术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李玲

47 SDYAL20047 高级植物育种理论与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吴承来

48 SDYAL20048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张艳

49 SDYAL20049 智能医疗领域机器学习应用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仇大伟

50 SDYAL20050 中医药信息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魏国辉

51 SDYAL20051
基于 OBE理念的《护理临床思维综合训练》多

元化案例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乔远静

52 SDYAL20052
中西并重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研究生教学案

例库的建设与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珺

53 SDYAL20053 《温病学》“教--学”两用案例库的构建与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展照双

54 SDYAL20054 《金匮要略》杂病脉证治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诏

小19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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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函〔2021〕13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1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鲁教

研函〔2021〕8号）等要求，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2021

年立项建设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20门、山东省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20个、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20 项（其中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重点项目 53 项，名单见

附件）。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做好立项项目

的建设工作，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我省研究生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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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立项建设名单 

（220 个） 

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1 SDYAL21001 集成电路片上系统设计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王永 

2 SDYAL21002 循证护理与知识转化案例库★ 山东大学 王克芳 

3 SDYAL21003 
新文科视域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

业实践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山东大学 成会君 

4 SDYAL21004 中国传统造物形态与设计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刘燕 

5 SDYAL21005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双语课

程案例库建设研究★ 
山东大学 邱凌 

6 SDYAL21006 立法学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汪全胜 

7 SDYAL21007 
《板壳振动理论》课程案例库建设与案例教

学 
山东大学 宋清华 

8 SDYAL21008 
专业学位研究生美育艺术实践教学案例库

建设 
山东大学 张铁成 

9 SDYAL21009 
“我国党政文献韩译实践与评析”教学案例

库建设★ 
山东大学 郑冬梅 

10 SDYAL21010 “中国文学英译赏析”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郑春光 

11 SDYAL21011 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山东大学 柴瑞娟 

12 SDYAL21012 剖宫产瘢痕妊娠教学案例库的构建与应用 山东大学 崔保霞 

13 SDYAL21013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案例库★ 山东大学 路士州 

14 SDYAL21014 《线性系统理论》课程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路飞 

15 SDYAL21015 
MPA《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之“公务员

能力建设”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大学 滕玉成 

16 SDYAL21016 
口腔正畸安氏 III类错颌畸形教学案例库建

设 
山东大学 魏福兰 

17 SDYAL21017 
新时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教学案例

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王刚 

18 SDYAL21018 
新商科背景下企业“AI+”创新实践的混合

式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王举颖 

19 SDYAL21019 
面向金融硕士双元创新能力培养的财务报

表分析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王垒 

20 SDYAL21020 智能财务共享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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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21 SDYAL21021 化工过程系统工程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伍联营 

22 SDYAL21022 典型海洋能装置 CFD计算案例库 中国海洋大学 刘臻 

23 SDYAL21023 
基于药学特色的生物信息学教学案例库建

设 
中国海洋大学 李文利 

24 SDYAL21024 国际营销理论与战略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李晨 

25 SDYAL21025 
典型海洋应用场景下现代信号处理案例库

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杨华 

26 SDYAL21026 
新文科背景下运营管理案例库建设与动态

优化 
中国海洋大学 周荣森 

27 SDYAL21027 食品加工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海洋大学 赵元晖 

28 SDYAL21028 《中国海外投资项目案例库》建设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黄友星 

29 SDYAL21029 
《能源化工装备技术》课程产学研用一体化

动态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王增丽 

30 SDYAL21030 
基于科教融合实践的《海洋遥感大数据》教

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刘善伟 

31 SDYAL21031 
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特种加工技

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纪仁杰 

32 SDYAL21032 《智能算法》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克文 

33 SDYAL21033 
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高等数理统计》教学

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宋允全 

34 SDYAL21034 《高等化工热力学》课程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宋春敏 

35 SDYAL21035 《海洋地球物理勘探》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张佳佳 

36 SDYAL21036 项目风险管理领域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徐小峰 

37 SDYAL21037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

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董金鑫 

38 SDYAL21038 
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并举的《刑法

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穆丽霞 

39 SDYAL21039 生物转化新能源技术案例库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戴昉纳 

40 SDYAL21040 《汽车振动与噪声控制》教学案例库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马琮淦 

41 SDYAL21041 焊接结构可靠性评价及失效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宋晓国 

42 SDYAL21042 
《风景园林植物资源与景观营造》案例库建

设 
山东农业大学 于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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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案例库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43 SDYAL21043 《植物保护研究法》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王宁新 

44 SDYAL21044 农业遥感理论与技术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王瑞燕 

45 SDYAL21045 现代果蔬保鲜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石晶盈 

46 SDYAL21046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案例库 山东农业大学 安康 

47 SDYAL21047 《种子工程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李岩 

48 SDYAL21048 微生物合成生物学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汪城墙 

49 SDYAL21049 《灌排理论与技术》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张俊鹏 

50 SDYAL21050 《噪声与振动控制》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郑继周 

51 SDYAL21051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 胡晓 

52 SDYAL21052 
“新医科”背景下《中医全科医学》多元化

案例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晓妍 

53 SDYAL21053 
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内科中西医诊疗专

题》案例库建设与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源香 

54 SDYAL21054 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静 

55 SDYAL21055 
基于“以经典解读临床”思想的针推专业硕

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永春 

56 SDYAL21056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双语教学案例库的

建设与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念虎 

57 SDYAL21057 《西医内科学进展》课程数字化案例库建设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陈玉娟 

58 SDYAL21058 《推拿临床学》教学案例库构建与应用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陈军 

59 SDYAL21059 
“新医科”背景下《中药学应用研究》课程

案例库的构建与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 梁晓东 

60 SDYAL21060 
面向绿色发展需求的工商管理课程教学案

例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马媛 

61 SDYAL21061 《高等流体力学》教学案例库 山东科技大学 王刚 

62 SDYAL21062 《岩土工程数值方法》案例库 山东科技大学 王辉 

63 SDYAL21063 《智能开采技术基础》教学案例库 山东科技大学 李青海 

64 SDYAL21064 MFA《设计实践》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杨梅 

65 SDYAL21065 
《电能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教学案例库建

设 
山东科技大学 张超 

66 SDYAL21066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案例库建设 山东科技大学 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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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立项建设名单 

（22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SDYJG21001 博士研究生多轨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大学 马春红 重点项目 

2 SDYJG21002 
固废绿色材料主题式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创

新探索 
山东大学 王文龙 重点项目 

3 SDYJG21003 
经济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能力提升的研

究与实践 
山东大学 石绍宾 重点项目 

4 SDYJG21004 
基于评估指标体系的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山东大学 石振国 重点项目 

5 SDYJG21005 
综合性大学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

践与探索 
山东大学 朱太锐 重点项目 

6 SDYJG21006 
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翻译硕士“三位一体”

联合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山东大学 李建刚 重点项目 

7 SDYJG21007 
习近平法治思想视角下高校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大学 张海燕 重点项目 

8 SDYJG2100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计算机类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山东大学 陈竹敏 重点项目 

9 SDYJG2100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课程问题抛锚式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山东大学 郑敬斌 重点项目 

10 SDYJG21010 
“口腔+X”交叉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山东大学 葛少华 重点项目 

11 SDYJG21011 
研究生群体体质健康监测与健身指导体系

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王毅 重点项目 

12 SDYJG21012 
材料工程专业研究生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

----基于目标导向的特异化策略 
中国海洋大学 陈守刚 重点项目 

13 SDYJG21013 
基于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药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产教融合”培养路径的构建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顾玉超 重点项目 

14 SDYJG21014 
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升化学学科研究生科

研创新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王有和 重点项目 

15 SDYJG21015 俄语专业翻译硕士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孙大满 重点项目 

16 SDYJG21016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质类研究生培养质量

保障体系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福来 重点项目 

17 SDYJG21017 
“一带一路“背景下“双一流”建设学科 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推进策略和路径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廖华林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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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8 SDYJG21018 专业学位硕士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陈再现 重点项目 

19 SDYJG21019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早期职业发展跟踪与培养优化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毕红霞 重点项目 

20 SDYJG21020 
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

式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刘建柱 重点项目 

21 SDYJG21021 
系统论视域下中医内科研究生临床思维与

能力序贯式培养模式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滕晶 重点项目 

22 SDYJG21022 
质疑和创新能力培养视角下的地理学研究

生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孙希华 重点项目 

23 SDYJG21023 
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专业研

究生量化研究能力发展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杨泽忠 重点项目 

24 SDYJG21024 
专业学位研究生扩招背景下高水平研究生

导师团队建设机制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王德宝 重点项目 

25 SDYJG21025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优化与实践 
青岛科技大学 刘仕伟 重点项目 

26 SDYJG21026 

构建“双碳”背景下以学科团队建设为载

体的能动学科复合创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

及青科大实践 

青岛科技大学 何燕 重点项目 

27 SDYJG21027 
基于 ADDIE 模型的研究生导师培训研究与

实践 
曲阜师范大学 何爱霞 重点项目 

28 SDYJG21028 艺术硕士声乐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辛翠 重点项目 

29 SDYJG21029 
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与

实践 
曲阜师范大学 张世慧 重点项目 

30 SDYJG21030 
优秀儒家文化融入研究生思政课教学的研

究与实践 
曲阜师范大学 徐璐 重点项目 

31 SDYJG21031 
“新工科”背景下校企协同专业学位研究

生 IIDPU 培养机制设计 
曲阜师范大学 高丽君 重点项目 

32 SDYJG21032 
“加强校企合作，助推产教融合”的高层

次人才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 张凯 重点项目 

33 SDYJG21033 
双高模式下五维聚焦研究生教育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内涵提升项目 
青岛理工大学 陈建强 重点项目 

34 SDYJG21034 
“多方共赢、能力导向”的校企协同计算

机技术工程实践模式研究与实践 
济南大学 马坤 重点项目 

35 SDYJG21035 
构建以 PI制为核心的导师组，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模式的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庞秋香 重点项目 

36 SDYJG21036 
以智能大数据为导向的应用统计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山东财经大学 张伟 重点项目 

37 SDYJG21037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

业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山东财经大学 赵爱武 重点项目 

38 SDYJG21038 基于结构-过程-结果模式的护理硕士专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乔建红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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