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王君松 山东大学 重大

2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 屈晓婷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办公室
重点

3
基于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的工作精细化实施

细则研究
邹德勋 北京化工大学 重点

4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机理、

路径与实践策略
汪永安 东华大学 重点

5
基于大学生人格画像的因材施教培养体系构

建
尹金荣 浙江大学 重点

6
“核心能力”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

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何 萌 山东大学 重点



7 疫情应对中高校微文化育人研究 漆勇政 华中农业大学 重点

8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 陈 科 重庆大学 重点

9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学生教育引导研究 李云芝 云南大学 重点

10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学生教育引导研究 姚 崇 陕西师范大学 重点

11
新工科院校辅导员核心素养培养研究——以

商洛学院为例
石启英 商洛学院 重点

12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

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以北京科技大学“工

科试验班”为例

张 甜 北京科技大学 一般

13 学业辅导中的学生党员作用发挥研究 景 鹏 北京科技大学 一般

14

网络树洞的负面信息对于高校抑郁症学生的

影响——以树洞微博的负面信息对于北京师

范大学抑郁症学生的影响为例

张继明 北京师范大学 一般

15
高校辅导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升的路径

和方法研究
庄玉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一般

16
爱国主义教育视域下的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

育路径研究
刘一博 南开大学 一般

17 增强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实效性的路径研 李剑伟 内蒙古财经大学 一般



究

18 大学生网络道德培育研究 关晓光 大连海事大学 一般

19
双重心理契约视域下高校学生心理问题预警

预防研究
刘东胜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0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1+2+N”协

同育人模式构建研究
刘 明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1
高校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

与路径研究
曾绍军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2
高校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

与路径研究
阎国华 中国矿业大学 一般

23
课程思政：“新工科”与“大思政”融合的路

径选择
汪育文 南京师范大学 一般

24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育人共同体

建构研究——以长三角高校 30 个辅导员工

作室为例

童卫丰 浙江师范大学 一般

25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学生党员质量保障

及评价机制研究
龚 伟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

26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研究——基于人工 张本钰 福建师范大学 一般



智能算法

27
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优良学风培养方法与

路径研究
徐孝刚 山东大学 一般

28
基于水文化的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发挥有效路

径研究
薛 琼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一般

29
高职院校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的方法与路

径研究
许殿生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一般

30 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提升研究 张正瑞 洛阳理工学院 一般

31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辅导员班级管

理的协同育人研究
庄庆滨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一般

32 高校学生网络素养教育 孟凡春 西南交通大学 一般

33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责任培育机制研究 王 勋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34 新时期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路径与策略研究 吴绪红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35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生心理问题预警预防研

究
吴祖峰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36
高校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

研究
张 楠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37 高校定点扶贫视域下“四个结合”协同育人 钱德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模式实践研究

38
高校辅导员协同共建课程思政的有效机制研

究——以计算机专业为例
张莹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39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培育与职业幸福

感提升研究
梁青青 长安大学 一般

40
微文化视域下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逻

辑理路与现实进路研究
查方勇 长安大学 一般

41
大学生情绪障碍的预警预防及干预研究--以

陕西省高校为例
靳春泓 陕西师范大学 一般



二、“高等学校立德树人与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构建“三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育人

机制的研究
阙澄宇 大连交通大学 重大

2 立德树人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徐 飞 上海财经大学 重大

3
“课程思政”引领的“思创融合”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与实践探究
张竹筠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重大

4
基于四融合的数字智能时代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体系研究
王 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重点

5

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高校的职能和优

势，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和指导服务

体系

刘 铸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6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研究
张浩华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7
课程思政全方位融入创新创业教学的方

式及路径研究
王 欢 北京邮电大学 一般

8 基于立德树人导向的高校“双创”教育实 马 义 暨南大学 一般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9 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与测评体系研究 黄贵洲 新未来在线 一般

10
立德树人视野下的土木类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育路径研究
王 步 长安大学 一般

11 大思政格局下三课堂联动的土木类 沈 扬 河海大学 一般

12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对大学生创业

胜任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陈立斌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13
互联网+背景下本科生双创实践能力培养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谢火木 厦门大学 一般

14 数智时代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研究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 一般

15
面向区域发展的创新创业人才协同培养

模式研究
胡永红 南京工业大学 一般

16
科研育人视角下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
查钢强 西北工业大学 一般

17
校企协同下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

究
周 辉 南京工业大学 一般

18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许一男 延边大学 一般



研究

19 以色列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何霖俐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0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

践
苏洪志 山东财经大学 一般

21
基于创新创业视角下的大学生工匠精神

教育研究
陈玉祥 西南石油大学 一般

22
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图的家庭工作增益机

制研究
徐祖辉 南京财经大学 一般



三、“新时代教师教育体系改革与创新”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及监测研究 周 彬 华东师范大学 重大

2 我国在线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裴 淼 北京师范大学 重大

3

促进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的“双师教学”共同体研修平台的构建与

实践研究

乜 勇 陕西师范大学 重点

4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UIS”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张德利 长春师范大学 重点



四、“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一流课程建设的人工智能教学机器人创

新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朱定局 华南师范大学 重点

2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大学物理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刘建强 山东大学 重点

3
有效教学视域下课程思政建设与成效影

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雷启立 华东师范大学 重点

4
“红色农耕”融入“农业机械学”课程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
朱惠斌 昆明理工大学 重点

5
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研究
周茂君 武汉大学 重点

6
面向国际学生的“中国文化”一流课程建

设研究
毛海莹 宁波大学 重点

7
规模化推进混合式课程建设的管理机制

研究——以财经类高校为例
李政辉 浙江财经大学 重点

8
“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的信息化建设

及混合式教学实践
苏 宁 广州中医药大学 重点



9
当代景园建筑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
陈 烨 东南大学 重点

10 “大数据会计”课程建设与研究 樊 斌 湖南大学 重点

11
新时代下的“红专并进”——思政元素与

大学物理课程的融合贯通策略研究
于 一 安徽大学 一般

12
以 PCK为核心中美国际比较视域下国家精

品课线上线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杨 薇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3
大学物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CFR模式改

革的研究与实践
杨红卫 北京工业大学 一般

14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基础工程”课

程的“云端实习”模式研究
冯忠居 长安大学 一般

15 药学课程思政案例建设与应用 周延萌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一般

16
以“提高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为导向

的机械类一流课程建设与研究
花广如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一般

17
新商科视域下专业课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与机制研究
田 园 北京联合大学 一般

18
基于学习数字轨迹分析构建促进高级认

知的基础医学课程评价体系
程 欣 暨南大学 一般



19
基于“两性一度”的混合式一流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研究
赵洱岽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0
基于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下的医学沟

通课程体系的构建
孙秀娜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21
金课引领下思政课混合式智慧教学模式

研究
张晓霞 长春理工大学 一般



五、“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基于校园 WiFi 的实时人员流动和聚集感

知研究
向 望 复旦大学 重大

2
国内高校信息化建设年度热点研究(二

期)
钟文锋 清华大学 重大

3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数据传输系统

设计与实现
李江荣 西藏农牧学院 重点

4
基于大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智慧学习平

台及干预系统研究
程孝良 成都理工大学 重点

5
大数据背景下中医药信息化高级人才创

新培养机制研究
苏 伟 长春中医药大学 重点

6 高校信息化安全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赵磊磊 江南大学 重点

7 智慧校园大数据平台构建与应用研究 刘科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点

8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高校智慧网络研究 李 强 南京理工大学 重点

9
高校数据中心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框架研

究
王晓震 北京联合大学 重点



10
智慧教学系统中学习者参与度和智慧课

堂教学策略的研究
佟立军 长春大学 一般

11
理工科高校疫情后在线教学常态化应用

的研究与实践
吕滋建 山东理工大学 一般

12 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提升策略研究 齐振国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3
基于云计算的高校体育信息管理及大数

据服务研究
李国民 浙江理工大学 一般

14 高校信息化评价体系研究 孙雨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15
基于政府采购大数据的高校信息化年度

趋势和热点研究
魏芳芳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16
大数据驱动下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特性分

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刘 睿 河北工业大学 一般

17
基于数据智能的学生学业指导服务体系

研究
章联军 宁波大学 一般

18
后疫情时代高校在线个性化教育中在线

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李海峰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19
疫情后高校在线教学常态化应用路径研

究
李 庚 西安邮电大学 一般



20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常态化

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研究
孙文彬 淮阴工学院 一般

21 高校信息化标准建设研究 王河堂 上海海事大学 一般

22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课堂教学行为优化改

善教学效果研究
巩 冰 西安欧亚学院 一般

23
教育信息化2.0视域下高校信息化体制机

制改革研究
罗 征 西安欧亚学院 一般

24
内涵式发展下教师教学教研综合评价系

统的构建和研究
林 敏 福建农林大学 一般

25
基于校园大数据的“四困生”交互式可视

化分析方法研究
张 勇 北京工业大学 一般

26
基于机器学习的高校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研究
张晓丽 昆明理工大学 一般

27
后疫情时代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体系建设及推进机制研究
吴琼雷 上海交通大学 一般



六、“实验室管理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面向“双高”建设的高等职业院校实验实

训基地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黄春麟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重大

2 实验室实体化运行管理体系研究 史天贵 北京理工大学 重大

3
基于“互联网+”的高校仪器设备全生命

周期管理信息化实践
胡美琴 山东大学 重点

4
高校实验室危机事件防范机制与对策研

究
田志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重点

5
“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实验室信息化建

设与实践
马国杰 郑州大学 重点

6
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安全与环保

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杨培飞 北京交通大学 重点

7 杜邦安全理论下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研究 韩冰霜 天津大学 重点

8
科教融合，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全方位提

高化学类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
廖小建 暨南大学 重点

9 新时代新文科实验教学新模式新机制研 李淑云 辽宁大学 重点



究

10
新形势下工科高校教学实验队伍职能变

革的研究
尹 仕 华中科技大学 重点

11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农春仕、

熊宏齐

南京林业大学

东南大学
重点

12
实验室信息化促进仪器开放共享机理研

究与应用
罗剑梁 厦门大学 重点

13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评价体系研

究
姜秀全 临沂大学 一般

14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及公共服务平台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
钱俊臻 重庆大学 一般

15

基于 CRITIC 权重与 TOPSIS 模型的高校大

型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与实

证分析研究

侯静文 上海交通大学 一般

16
基于混合云的高校“云端”实验室建设

研究
李 燕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17
高校实验室管理信息化评价方法及对策

研究
霍月英 内蒙古大学 一般



18
强化实验室工作人员安全意识途径的研

究与实践
俞赤卉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一般

19
医学院校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现状调研与

对策研究
台红祥 天津医科大学 一般

20
高校生物实验室安全现状调研及安全教

育研究
孙书洪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21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效能评估及提升路

径研究
马来好 大连海事大学 一般

22
新闻传播学科线上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探

索
罗雪蕾 中国人民大学 一般

23
药学本科专业综合性实验改革的设计与

实践
李 琳 南方医科大学 一般

24
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质量评

价研究
黄其新 江汉大学 一般

25
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用、研”

创新研究与实践
贺占魁 华中师范大学 一般

26
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全流程体系搭建

及运行研究
张海峰 东北大学 一般



27

基于一流本科建设下的高校实验人员能

力提升与保障机制研究——以河海大学

为例

陈 红 河海大学 一般

28 高校实验技术教师岗位准入模式研究 柯红岩 北京科技大学 一般

29
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对实验教学效果

的量化调查与研究
谢俊秋 兰州大学 一般

30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消耗品管理研究 卢 媛 南开大学 一般

31
基于开放共享的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有效

管理研究
杨 阳 南京工业大学 一般

32
省属地方高校实验室资源开放共享管理

研究
周建刚 湖北大学 一般



七、“学生工作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风险社会视域下大学生“慢就业”问题研

究
徐丽红 上海政法学院 重点

2
大学生思想政治聚合式实践育人模式研

究
李永祥 云南财经大学 重点

3
新时代语境下大学生德育引导路径优化

策略研究
蔡玲丽 中国计量大学 重点

4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研究
王惠民 延边大学 重点

5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员担当精神培育研

究
赖 华 江西理工大学 重点

6
构建课内外融通协同一体的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研究
李俊华 中北大学 重点

7
“3×3”三全育人体系在高校基层院系的

实践探索——以低年级应用为例
李燕妮 北京林业大学 一般

8 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温 娟 山西农业大学 一般



研究

9
新时期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提升高职国防教育实效研究
甘迎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0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赵文春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11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研究
王 双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12
新媒体视阈下高校入学教育模式优化研

究
张 彬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般

13
国防文化育人功能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探索与实践
赵景会 佳木斯大学 一般

14
大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的生成与实现研

究
李青山 沈阳工业大学 一般

15 提升大学生生涯决策能力的实验研究 龚宇平 中国计量大学 一般

16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工作机制建设研究 黄 燕 中国计量大学 一般

17
基于精准资助的发展性育人体系研究与

实践
赵蓓茁 中国计量大学 一般



18
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价值思考与应

急机制研究
张宏天 内蒙古财经大学 一般

19
生涯混沌理论视域下的大学生职业生涯

辅导研究
葛长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般

20
基于OBE理念的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

养体系变革与重构
史铁英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21
探究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

精准模式以徐州高校为例
姚立灿 中国矿业大学 一般

22
雷锋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研究
张桂林 沈阳工学院 一般

23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帮扶体系研究 仵林军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4
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周双喜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25
军工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机制创新与路径研究
屈 艺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八、“新时代背景下语文教育发展研究”的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统编本语文教材同步作文教学研究 荣维东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重点

2
移动互联网时代师范生教学新技能的研

究
董 腾

天津市武清区董腾文化传

播工作室
重点

3 智能纸笔的语文教与学评价方式研究 肖 波

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基础

教育技术创新应用与示范

中心

重点

4 卓越语文教师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铁生兰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般

5
基于学生思维能力提升的教学策略研究

何冠笙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实验

中学
一般

6
移动互联网时代师范生教学新技能的研

究
李红梅

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中

心
一般

7 部编版教材同步作文教学 余爱东 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一般

8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综合性学习教学实

践与思考
姚 军 宝鸡文理学院 一般



9
语文学科培养中学生审美情趣的实践研

究
薛 猛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般

10
移动学习生态环境中语文微课设计研究

芈 莹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昆

明五华实验学校
一般

11 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欧阳芬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般

12 语文教育的人本主义发展历程研究 刘宁宁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般

13 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与框架 赵高峰 武汉市第三中学 一般

14 部编教材整本书文本解读下的专题教学 姚咏梅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 一般

15 卓越语文教师培养课程群建设研究 冯铁山 宁波大学 一般

16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教

学的策略研究
黄福艳 北部湾大学人文学院 一般

17 语文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研究 步 进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
一般



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研究 周建松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重点

2 国家资质框架建设背景下1+X证书制度试

点推进与实施研究
陈丽婷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3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

障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马晓慧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4 双高计划背景下专业群建设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
杨 宜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重点

5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推进

策略研究
石范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6 “双高计划”背景下的职业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路径研究
童世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点

7 “三教”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价值取向及

实施路径研究
杨建国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8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域下本科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研究
徐德志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重点



9 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服务团队建设与保障

机制研究
周承华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0 农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激励机制研

究
张政利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1 以标准为引领的学、赛、产联动高等职业

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刘 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2 “双高计划”背景下的高等职业院校高质

量发展研究
池云霞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3 中高职贯通培养“3+2”模式课程体系衔

接的实践探索
李晓婧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4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的研究与探索
王建军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5 “双高”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与

评价体系研究
陈保荣 天津职业大学 重点

16 基于思政教育引领的高职学生核心素养

培育的实践探索
张学龙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7 基于百万扩招的高职院校分类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刘 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8 中国特色高水平船舶工程技术专业群建

设研究
郭 佳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9 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机制研究
隋维林 牡丹江大学 重点

20 高等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困境与

出路研究
李成森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重点

21 高职院校智慧建造专业群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与保障机制研究
李林军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重点

22 基于命运共同体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育

人模式研究
辛宪章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3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制造类企业联盟的双

元学徒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史新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4 现代学徒制视角下校企双主体育人途径

的探索与实践
聂远鹤 辽宁职业学院 重点

25 基于认知理论的高职院校线上线下混合

式课堂教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黄浏展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6 岗位需求引领的农牧类专业“三教”一体

化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陆 辉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重点



27 基于三维管理理论的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朱 清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重点

28 重大疫情背景下高职在线开放课程的普

适性建设与应用研究
生力军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9 产教融合视域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

的探索与实践
王世泰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重点

30 高职书证融通教学内容改革实践研究—

—以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为例

张慧敏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重点

31 “三全育人”视域下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

教育的理论与路径研析
冷珊珊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一般

32 中国高职教育文化校园标杆校建设研究 童 彤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一般

33 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研究
赵惠莉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4 基于“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

系建设创新研究
秦万忠 天津职业大学 一般

35 高职院校推进“三教”改革路径研究与创

新实践
杨海峰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一般



36 多层次一体化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

究
刘任熊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7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角下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发展定位与路径研究
胡生琴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8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及成效

评价体系研究
钱志芳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9 “双高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治理能力

提升研究
周海英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0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李 辉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1 信息时代经济数学“金课”再造与应用的

研究
曹卫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2 工匠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协

同实践路径研究
夏正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3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行业性职业院校联盟

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孟仁振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
一般

44 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

管理研究
孙连栋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一般



45 文化自信引领“双高”院校建设研究与实

践
姚 芬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6 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中的主

动作为与融入发展研究
嵇 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7 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文化人”路径的创新

研究——基于领导力教育的实践
李国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一般

48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研究 王家莲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9 “双高计划”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教师队伍

建设研究
张 景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一般

50 专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

发展研究与实践——以人工智能专业群

为例

孟 清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1 高职院校在线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王丽华 牡丹江大学 一般

52 1+X 证书试点下“课证赛”融合高职计算

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洪锐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3 成长型思维模式视角下高职院校立德树

人的实践与研究
宋 兵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4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质 黄素容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量评价体系研究

55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动

力机制研究
何 倩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6 专业集群视角下的高职院企合作研究—

—以云南高职“新商科”产教融合为例
李 岚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

57

高职院校推进“三教改革”研究与实践
徐晓月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

校
一般

58 需求推动下三方联动的高职院校校企合

作方研究——以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校企

合作为例

黄文辉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

59 “双高”背景下基于 1+X 的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王哲禄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60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探索与实

践研究
张喜春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十、“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面向新工科教学模式的地质工程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实践效果及质量评价体系
彭建兵 长安大学 重大

2
基于 MOOC 和 PBL 的混合式探究型教学模式

研究
李小辉 重庆大学 重大

3
大学英语数字化课程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中国特色文化英语教学”为例

顾卫星、

叶建敏
苏州大学（东吴学院） 重点

4
《主题英语》在线教学全开放与有限开放实

践效果对比研究
侯先绒 中南大学 重点

5
风景园林专业虚拟仿真实验金课在线教学

创新与实践
成玉宁 东南大学 重点

6
面向新基建的交通基础设施教师数字化能

力提升策略研究
张 驰 长安大学 重点

7
基于PPT的理工类线上金课快速制作方法的

探索研究
陈新龙 重庆大学 重点

8 数字化时代的客家文化外语慕课建设研究 李 侦 赣南师范大学 一般



9
后疫情时期高校外语教师数字化素养与学

术能力发展研究
芮燕萍 中北大学 一般

10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混合式金课建设

与评价的研究实践
全 冬 重庆科技学院 一般

11 《交通设计》课程数字化资源库建设 乔项君 东南大学 一般

12
高校体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与有效教学

研究
王法涛 北京联合大学 一般

13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建设研究 李 洁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一般

14 高校营销专业类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 张 敏 南京财经大学 一般

15
虚拟仿真类“金课”教学实践效果的多维度

实证研究
胡福文 北方工业大学 一般

16 医用物理学疑难题解析微课的构建与实践 张延芳 广东医科大学 一般

17 移动端工程制图 3D 模型资源库研发 方锡武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18 高校教师数字化素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刘 娣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19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线

专业金课的教学实践效果及质量评价研究

吴梦陵、

熊 桑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0 基于教师侧的地方高校提升在线教学效果 金卫健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对策研究

21
“四新”建设背景下线上金课教学质量评价

研究
谢健民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2
基于在线直播课的“线上混合式”教学效果

评价研究
金 标 广东科技学院 一般

23 金课在线教学实践效果及评价的研究 夏冬生 大连海事大学 一般

24
兽医外科手术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与

应用
刘良波 石河子大学 一般

25
中国高等教育教师信息素养及其提升路径

研究
张可新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一般

26 数字化胚胎在医学相关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何秀全 山东大学 一般

27
金课建设背景下土木类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评价研究

李 霞、

陆 莹
东南大学 一般

28
基于设计研究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虚

拟仿真项目实践效果和质量评价
金 辉 东南大学 一般

29
基于 Kolb 学习风格理论的临床医学本科生

外科手术学个体化在线微课教学研究
谢明征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30
虚拟现实技术在口腔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及

探讨
高 璐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31 “新工科”专业基础课在线建设研究 尹云飞 重庆大学 一般

32
思维可视化工具支持教学设计与学习认知

可视化路径研究
马 乐 重庆大学 一般

33
“概率论语数理统计”数字课程的国家化建

设研究
荣腾中 重庆大学 一般

34
信息化背景下研究生任课教师数字化素养

的提升路径研究
徐 丹 大连海事大学 一般

35
“中国高等教育教师数字化素养及提升路

径”研究

杨 琴、

刘 玉
南京审计大学 一般

36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数字化课程资

源建设研究
周 蓉 青岛大学 一般

37
高职院校教师数字化素养及其提升路径研

究
胡耀华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十一、“校企双师队伍建设及产教融合机制研究”专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申报单位

拟立项

类别

1
基于产教融合的软件工程专业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研究及实践
周世杰 电子科技大学 专业类

2
产学研创新平台与思政导学协同聚力的

新工科人才多维能力培养
刘暾东 厦门大学 平台类

3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师资培养新路径，努力

打造高水平“双师型”航空服务教师队伍
李青谦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专业类

4
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深度融合推进机制

研究
谢金楼 常州工学院 平台类

5 高质量校企双师队伍协同建设对策研究 石丽红 大连海事大学 平台类

6 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 吴邦江 常州工学院 平台类



机制创新研究

7
面向产业需求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中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研究
许 静 南开大学 平台类

8
基于信创产业的鲲鹏计算领域“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夏德旺

北京软通动力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专业类

9

以校企合作课程促校企双师队伍建设，深

度赋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工科建

设“成电方案 UESTC-New E3”下的产教融

合模式创新

肖 文 电子科技大学 平台类

10
产学深度融合的“双师双能型”航海类教

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章文俊 大连海事大学 专业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