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大资字〔2017〕35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教高厅〔2016〕3 号）文

件的要求，经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所在单位研究推荐，学校决定聘任以下

人员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高  鹏为医学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戚桂杰为管理学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朱瑞富为工程训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万  熠为机械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戴  瑛为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方  辉为考古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王洪君为物联信息技术与系统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高  鹏为医学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戚桂杰为管理学科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万  熠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王庭槐等 49 人为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  

  附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山 东 大 学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30 日印发  



 

医学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2017-2022）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王庭槐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中山大学  校外专家  

高兴亚  教授  委员  中国  南京医科大学  校外专家  

陆源  教授  委员  中国  浙江大学  校外专家  

秦晓群  教授  委员  中国  中南大学  校外专家  

张波  教授  委员  中国  北京大学  校外专家  

侯桂华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周亚滨  副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管理学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2017-2022）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任晓阳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广东财经大学  校外专家  

张  莉  教授  委员  中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校外专家  

苏  秦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校外专家  

韩景倜  教授  委员  中国  上海财经大学  校外专家  

丛建阁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财经大学  校外专家  

赵炳新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吉小青  副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工程训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2017-2022）  

   

 姓  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孙康宁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李  言  教授  副主任委员  中国  西安理工大学  校外专家  

孙奇涵  教授  副主任委员  中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校外专家  

朱华炳  教授  委  员  中国  合肥工业大学  校外专家  

王  晶  教授  委  员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校外专家  

邢忠文  教授  委  员  中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外专家  

朱瑞富  教授  委  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机械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2017-2022）  

 

 

 

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名单（2017-2022）  

 

 

 

考古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名单（2017-2022）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吴小红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北京大学  校外专家  

靳桂云  教授  副主任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文德安  教授  委员  美国  耶鲁大学  外籍专家  

韩建业  教授  委员  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校外专家  

白彬  教授  委员  中国  四川大学  校外专家  

杨军昌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工业大学  校外专家  

王芬  副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1  梅雪松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2  马炳和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工业大学  

3  杨旭静  教授  委员  中国  湖南大学  

4  赵玉刚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理工大学  

5  李瑞川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五征集团  

6  黄传真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7  万熠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1  马世红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复旦大学  

2  李川勇  教授  委员  中国  南开大学  

3  姜东光  教授  委员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4  王淑华  教授  委员  中国  青岛大学  

5  高铁军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师范大学 

6  戴瑛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7  徐建强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物联信息技术与系统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2017-2022）  

   

 姓名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许建华  研究员  主任委员  中国  中电 41 所  校外专家  

庄建军  教授  委员  中国  南京大学  校外专家  

张承慧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侯建军  教授  委员  中国  北京交通大学  校外专家  

赵洪亮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科技大学  校外专家  

杨艳  教授  委员  中国  青岛大学  校外专家  

王洪君  教授  委员  中国  山东大学  校内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