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1 年度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产教融合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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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共生理论的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发展机制与模式研究 张璋 北京联合大学 重点 

2 产业学院产教融合模式下多元主体共生发展研究 蒋惠凤 常州工学院 重点 

3 新文科背景下多维度产教融合创新机制与实践模式研究 王艳秋 东北石油大学 重点 

4 行业特色型高校产教融合机制研究-基于三螺旋理论的视角 白逸仙 华北电力大学 重点 

5 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专业产教融合实践与创新 曾庆田 山东科技大学 重点 

6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产教融合实践与创新 周志刚 山西财经大学 重点 

7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大学“五维三段、五方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李高建 泰山学院 重点 

8 基于产教融合的新工科教育组织新模态的建构机理与协同机制研究 胡德鑫 天津大学 重点 



 

 

9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实践与创新 

模式研究 
耿莉 西安交通大学 重点 

10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国产芯片系统设计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肖春华 重庆大学 重点 

11 

虚拟教研组织促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产业学院教学团队高质量 

融合发展研究 
苗贵松 常州工学院 一般 

12 基于产教融合的增材制造一体化教学场景构建研究 吕云卓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1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乔海燕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4 产教融合视域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研究 欧阳霞 南京财经大学 一般 

15 

应用型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组织形态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战略

思路 
毕文健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一般 

16 产教深度融合下“创、新、高”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探究 周艳 宁波大学 一般 

17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绩效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戴宝国 山西能源学院 一般 

18 助力陕西乡村振兴的人居环境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马云 西安工程大学 一般 



 

 

19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西安

交通大学-华为“智能基座”为例 
陈立斌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20 面向产业升级的多“1+1+N”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金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般 



 

 

二、“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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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胡金焱 青岛大学 重大 

2 
“四新”与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构建我国本科高校 

“双创”教育新发展格局 
姚冠新 扬州大学 重大 

3 
新医科与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创新创业实践育人在综合

性大学“新医科”建设中的作用及体系构建 
郑莉萍 南昌大学 重点 

4 产教融合驱动的全球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殷伟 华东理工大学 重点 

5 
德专创并重、学用创一体，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融合研究 
郑锋 南京工程学院 重点 

6 数字时代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温和瑞 江西理工大学 重点 

7 
“四新”与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欧盟创业能力框架课程

化及其教学学术化的研究 
文劲宇 华中科技大学 重点 

8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教融合实践对深度学习多重向度的影响研究 梅红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9 “双创”教育视角下新文科人才创新素养培育研究 朱文佳 华东师范大学 一般 

10 高校新文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及路径选择研究 李秀香 江西财经大学 一般 

11 数字经济下经管类国家一流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李大元 中南大学 一般 

12 “十四五”时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古公亮 南京大学 一般 

13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志锋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4 
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创新创业研究——基于师资队伍能力建设及评价

体系构建 
杨继平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一般 

15 
“新文科”建设与理工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基于行动学习

的视角 
宋渊洋 华东理工大学 一般 

16 
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研究与探索——以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为例 
冯兴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般 

17 “新工科”建设与食品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叶淑红 大连工业大学 一般 

18 
“四螺旋、四融合、四通畅”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与 

实践 
李洪亮 德州学院 一般 



 

 

19 “新文科”背景下艺术类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衍婷 吉林艺术学院 一般 

20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蒋丽君 山东协和学院 一般 

21 协同理论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盛振文 山东协和学院 一般 

 



 

 

三、“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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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师范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创新研究 张红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2 高等学校红色基因的形成及传承研究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 重点 

3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校园文化建设融合研究 卞素萍 南京工程学院 重点 

4 
新时代大学“一体两翼五融合”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研究—以地方 

省属 M 高校为例 
李春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重点 

5 大学美育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传承与传播 曾怡 四川大学 重点 

6 新时代大学红色文化育人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穆丹 佳木斯大学 重点 

7 基于文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研究 王波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重点 

8 新时代大学校园文化中音乐作品创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姜芷若 北京联合大学 一般 

9 红色文化与大学美术设计专业教学的融合路径研究 刘佳 长春建筑学院 一般 

10 审美视域下地方高校校园雕塑发展研究 胡蓉 三明学院 一般 



 

 

11 学科文化在高校“隐形课程”中的育人作用与建设路径研究 张朋召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一般 

12 
辽宁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以《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李玥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3 多元文化嵌入背景下红色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研究 赵虹棪 吉林师范大学 一般 

14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与心理文化培育研究 肖骏 重庆大学 一般 

1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研究 刘京丽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一般 

16 广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高校校园的实践研究 欧炼芬 广西师范大学 一般 

17 新时代雷锋文化大数据构建与价值研究 李岩 大连工业大学 一般 

18 大数据时代应用型高校的文化生态研究 刘朝晖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19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崔莲花 青岛大学 一般 

20 新型研究型大学学术治理文化的涵育机制研究 余利川 中国矿业大学 一般 

21 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路径研究 鲍荣娟 佳木斯大学 一般 

22 思政课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增强文化育人实效性 刘凤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四、“地方大学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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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双一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李四平 北京工业大学 重大 

2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 屈凌波 郑州大学 重大 

3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效率研究 韩振 同济大学 重大 

4 非中心城市省属本科高校市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衡艳林 长江大学 重大 

5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行业特色高校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 程孝良 成都理工大学 重大 

6 北京市属高校内部扁平化管理创新研究 王寰安 首都师范大学 重点 

7 地方“双一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识别、影响因素及提升机制研究 刘晓凤 湖北经济学院 重点 

8 地方大学支撑服务区域发展的战略研究 贺淼 中国医科大学 重点 

9 地方大学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适配性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薛应珍 西安外事学院 重点 

10 基于卓越质量的西部地方高校“双一流”战略转型路径研究 赵永强 西安邮电大学 重点 

11 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高校二级学院治理改革研究 索凯峰 湖北经济学院 重点 



 

 

12 普及化阶段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乔刚 延安大学 重点 

1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地方重点大学转型发展研究 张庆辉 郑州大学 重点 

14 新发展格局下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支撑服务区域发展模式研究 吴建国 北京建筑大学 重点 

15 产教融合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一体化转型发展路径 王强 黑龙江工程学院 一般 

16 产教融合下地方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双导师制”研究 何雪峰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17 地方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研究 王道勋 黄河科技学院 一般 

18 地方高校战略规划管理研究——基于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陈方 浙江农林大学 一般 

19 高校教师获得感与工会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勾金华 上海大学 一般 

20 
基于 OBE理念的融合递进式环境工程类项目化教学体系的构建与 

研究 
王慧雅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1 民办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 赵军镜 西安欧亚学院 一般 

22 西部地方高校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印茂伟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3 新发展阶段地方医学院校创新发展研究 金新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24 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模式研究 张士萍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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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高校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实践路径研究 
史金龙 宁夏大学 重点 

2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 杨欣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重点 

3 高校“卓越辅导员”培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雅然 华中科技大学 重点 

4 “双一流”视阈下研究生辅导员和导师合力育人研究 范金凤 华中农业大学 重点 

5 
高校优秀辅导员职业阶梯跨越研究 

陶鹏 湖北经济学院 重点 

6 高校二级学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一体化育人体系的构建研究 赵放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重点 

7 基于德育共同体的“三全育人”实现路径研究 吕成祯 浙江大学 重点 

8 “三全育人”视角下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吴疆鄂 华中科技大学 重点 

9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育人定位与实现路径研究 田全喜 湖北经济学院 重点 



 

 

10 新时代高校强化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与机制创新研究 任江林 重庆三峡学院 重点 

11 高校研究生三全育人视域下思政教育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研究 许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 

12 “抗疫故事”融入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策略探究 何春风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3 “体认中国精神谱系”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党史教育路径研究 夏宝慧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般 

14 
“大思政”格局下党史教育沉浸式情境体验教学改革融入课程思政

耦合路径实效性研究 
邓楠 大连工业大学 一般 

15 党史文化与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融合研究 罗雄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一般 

16 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研究 唐志凤 广东医科大学 一般 

17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陶国礼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8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文化育人创新实践及协同培育研究 王璐璐 山东大学 一般 

19 高校构建地域文化育人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杨志华 安徽理工大学 一般 

20 精准视域下高校网络育人实践向度研究 杨晓玲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21 后脱贫攻坚时代自助型资助育人机制研究 段辉艳 西南政法大学 一般 



 

 

22 高校辅导员焦点解决式谈心谈话工作研究 钱莹 枣庄学院 一般 

23 高校马克思主义社团创新路径研究——以河南省 10 所高校为例 韩玮 洛阳理工学院 一般 

24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唐鸿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一般 

25 以五四精神引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庄园 湖北文理学院 一般 

26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协同的实践路径研究 徐姗姗 山东大学 一般 

27 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能力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杨坤 佳木斯大学 一般 

28 基于圈层共同体生态构建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研究 钱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29 基于新媒体矩阵的高校辅导员工作策略研究 江宇辉 清华大学 一般 

30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生代”思想行为引导及对策研究——基于

话语冲突视角 
杨茂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31 高校提升新媒体短视频育人功能机制研究 窦靓 南京农业大学 一般 

32 移动互联时代 00 后大学生行为规律的图谱构建研究 许瀛 华东理工大学 一般 

33 高校“微思政”网络育人模式研究 吉晓娟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一般 



 

 

3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岑余璐 同济大学 一般 

35 高校辅导员核心价值观研究 徐晓霞 山东大学 一般 

36 新时代加强“双肩挑”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陈帅 上海交通大学 一般 

37 高校时代新人教育培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付秋静 云南大学 一般 

38 
以美化心、以美养德——新时代高校美育育人思政教育建设与对策

研究 
姜楠 山东大学 一般 

39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价值、制约机制及路径研究 萧早荣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一般 

40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群体画像研究——基于 10000 名“00后”大学

生的聚类分析 
诸云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六、“机器人专业重点课程建设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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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新工科背景的“工业机器人系统”创新课程建设研究 周波 东南大学 重点 

2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姚建涛 燕山大学 重点 

3 智能机器人技术实践 宋锐 山东大学 重点 

4 “新工科”背景下省属高校《机器人学基础》课程建设研究 李秦川 浙江理工大学 重点 

5 机器人技术基础之机器人操作系统（ROS）重点课程建设 王志文 兰州理工大学 重点 

6 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实战 孙锐 电子科技大学 重点 

7 “机器人传感与检测”一流课程建设 侯北平 浙江科技学院 重点 

8 《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实战》项目化教学研究 郭建亮 宁波工程学院 重点 

9 机器人学 鲍官军 浙江工业大学 重点 

10 
《机器人传感技术》课程资源建设及其案例+团队项目混合驱动的 

教学方法研究 
陈曦晖 河海大学 一般 

11 《机器人学》多元协同课程模式探索 朱姿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一般 



 

 

12 多彩的机器人时代 张勇 浙江科技学院 一般 

13 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建设及教学体系研究 赵建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一般 

14 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机器人工程专业课程建设 郝智红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15 《机器人技术基础》“虚实一体”项目化教学模式与实践 项四通 宁波大学 一般 

16 基于合作学习理念的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课程改革与实践 李晖 武汉工程大学 一般 

17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机器人技术课程研究 韩亚丽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18 
基于“理论引导-项目教学-现场实践”的机器人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与探索 
王殿君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一般 

19 面向新工科教育的机器人感知与人机交互课程建设研究 朱爱斌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20 赛事驱动型的“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实战”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研究 张志安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七、“高等继续教育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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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价值引领的高校继续教育提质发展研究 吴斌 中南大学 重大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教育扶贫、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研究 赵丽红 中央民族大学 重点 

3 
转型视角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机制研究：供需错位、国际经验与系统

协同 
王福胜 上海交通大学 

重点 

4 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在继续教育中的建构研究 谭睿 北京工业大学 重点 

5 高等继续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融通机制创新研究 马国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重点 

6 高等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践研究 楼艳 浙江大学 重点 

7 发挥高等继续教育智力资源优势提升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水平 刘爽健 北京大学 重点 

8 
后疫情时代高校继续教育在线教育、混合式教育等实践与应用绩效 

研究 
刘一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重点 

9 
教育扶贫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创新与实践 

研究 
马保科 西安工程大学 

重点 



 

 

10 “十四五”开局之年，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现状及转型发展研究 李苏北 徐州工程学院 重点 

11 基于联盟链教学资源管理与学分认证研 邸德海 西安交通大学 重点 

12 我国职后生涯教育研究 解丹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一般 

13 全科医师在消化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巍巍 青岛大学 一般 

14 后疫情时代高等继续教育线上教学效果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汤伟 陕西开放大学 一般 

15 医学高等继续教育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中的创新实践研究 闫群 天津医科大学 一般 

16 
依托国家级合理用药科普基地开展合理用药普及教育的精准扶贫 

创新实践研究 
范红艳 吉林医药学院 

一般 

17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朱占永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一般 

18 新时代信息技术环境下高等继续教育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证研究 常琳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9 在线学习中的自考生认知学习路径分析 胡晋波 南通大学 一般 

20 北京“文化中心”定位下应用型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林琛 北京城市学院 一般 

21 医学科研能力培养“微体系”的建立及在医学继续教育中的应用评估 熊延路 空军军医大学 一般 

22 资历框架视域下高等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习成果评价认证机制 王佃春 山东科技大学 一般 



 

 

研究 

23 “改革开放史”教育在高等继续教育金融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晋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24 胸腔外科住院医师继续教育平台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韩勇 空军军医大学 一般 

25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人才培养现状实证分析 马真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一般 

26 以人才需求驱动高等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践研究 胡圣尧 常州工学院 一般 

27 后疫情时代，全科医生营养知识培训模式的研究 吉美霞 东南大学 一般 

28 开放大学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改革创新研究 白雪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29 后疫情时代，双线混融教学背景下课程直播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张暾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30 在线教育环境下远程开放教育资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 杜建伟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 

31 区块链技术在高等继续教育的创新应用研究 梁建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32 数字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有效性及评价 张晶 武汉科技大学 一般 

33 韩国大学终身教育保障制度研究 李秀珍 徐州医科大学 一般 

34 
高等继续教育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实践研究——以高职应用型人才 

培养为例 
高悦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5 基于“以学定教”的混合式教学在新入职护士规培中的应用 郑英花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36 后疫情时代高等继续教育融合、创新、转型”发展研究 邵凯隽 温州医科大学 一般 

37 面向行业应用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陈灵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38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赋能新型职业农民的策略研究 殷文伟 浙江海洋大学 一般 

39 “四史”教育在高等继续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及研究 李玉凤 海南大学 一般 

40 
厦门金砖创新基地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继续教育的产教融合模式

探究---以厦门理工学院为例 
吴丽萍 厦门理工学院 

一般 

41 高等继续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要点研究 范轶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般 

 



 

 

八、“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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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科学视角下 STEM 探新及教师教育研究 李曼丽 清华大学 重大 

2 双一流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 杜玉津 南开大学 重大 

3 
“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 

视角 
徐晓红 上海大学 重点 

4 新时代西部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研究 徐忠锋 西安交通大学 重点 

5 建党百年教师教育治理经验及未来走向研究 王美 华东师范大学 重点 

6 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 杨扬 重庆大学 一般 

7 地方高校工科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刘辉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一般 

8 高质量医学院校临床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杨传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一般 

9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与数字化转型联动的支持体系研究 朱虹 武汉工程大学 一般 

10 大学教师发展组织专业化建设路径探索 王宇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11 幼儿入园焦虑表现及系统脱敏虚拟仿真实验开发 夏琼 浙江师范大学 一般 



 

 

12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信息素养和培养体系研究 郭永志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3 新时代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育机制研究 董玉倩 山东协和学院 一般 

14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研究 马小霞 天津职业大学 一般 

15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护理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构建研究 李国宏 东南大学 一般 

16 新形势下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基于心理契约视角 李久华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一般 

17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 吕光洙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18 
师生交互，校企协同，技能提升—应用型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

与实践 
张琛 西安航空学院 一般 

19 
智慧教育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的高校新医科教师 TPACK发展模式研

究 
汲蕊 潍坊医学院 一般 

20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张永霞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21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校教师教育信息化能力构建研究 严卫 常熟理工学院 一般 

22 师范生综合实践 STEM 教育模式的理论体系研究 孔锴 沈阳大学 一般 

23 “学前初任教师教育者”实践性知识模型建构研究 阮琳燕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一般 

24 基于反思性视角的信息技术教师职前实习指导机制研究 王凯丽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25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高校智能影像医学专业课程体系探索与

实践 
李亮 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 



 

 

 

九、“新形势下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基金工作的创新发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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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十四五”时期的教育基金工作战略研究 杨维东 华北电力大学 重大课题 

2 
新时期高校教育基金筹资工作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大学教育 

基金会为例 
沈黎勇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重大课题 

3 大学文化领域下高校基金会工作文化建设研究 孙雷 东北大学 重点 

4 “双一流”高校基金会生态化筹资机制研究 朱焱 湖南大学 重点 

5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筹资策略优化研究 赵卫滨 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重点 

6 “结构-功能”视阈下高校基金会总资产增长的逻辑探析 刘蕾 中国矿业大学 重点 

7 后疫情时代高校多元筹资途径研究 陈煜 宁波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重点 

8 高校基金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潜力 江西财经大学 重点 

9 西部高校校友捐赠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 彭瑾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一般 



 

 

 

10 中外行业类高校基金会工作比较研究 沙淑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一般 

11 行业特色类高校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雷蕾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12 基于因果推断的校友捐赠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 汤庆新 山东大学 一般 

13 我国高等教育基金会产权法律问题研究 范锐敏 湖北经济学院 一般 

14 高校基金会工作人员绩效评价于激励机制创新研究 雷寂 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一般 

15 “双一流”背景下校友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 方慧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一般 

16 基金会工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芮振华 东南大学 一般 

17 高校校友捐赠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 缪建红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18 中外基金会工作比较研究 金丹 湖北经济学院 一般 



 

 

十、“理科教育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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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会议 30年以来中国高等理科教育发展变化研究 卢彩晨 兰州大学 重大 

2 海洋科学专业拔尖学生的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赵栋梁 中国海洋大学 重点 

3 化学学科和专业支持“四新”建设思路和路径研究 张树永 山东大学 重点 

4 基于卓越教学理念的高等理科教师教学发展研究 段戴平 兰州大学 重点 

5 高等理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以“双一流”数学学科为例 王光辉 山东大学 重点 

6 通识课程中的科学素养评价体系研究——以《科学认识天气》为例 赵传湖 中国海洋大学 一般 

7 高等理科教育实践教学实施路径研究与探索——以“有机化学”为例 李振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一般 

8 学科竞赛驱动的物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顾永健 中国海洋大学 一般 

9 生物信息学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李健 东南大学 一般 

10 问题研究导向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叶文江 河北工业大学 一般 

11 融合“课程思政”的数学类通识教育讨论课的线上线下建设 张若军 中国海洋大学 一般 



 

 

12 新时代下化学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袁耀锋 福州大学 一般 

13 
在自主选课自主选专业的 985 高校实证探究高考改革对高等理科人
才培养的影响 

李筠 中国海洋大学 一般 

14 《遗传学》全英文教学课程思政实施途径研究与实践 涂海军 湖南大学 一般 

15 新时代下高等化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李银环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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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实验室安全课程与准入教育体系研究与建设 黄开胜 清华大学 重点 

2 
高校生物医药类实验室分级分类安全检查管理的 PDCA 循环实证 

研究 
黄强 四川大学 重点 

3 高校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研究及实践 齐向娟 天津大学 重点 

4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金永东 四川大学 重点 

5 共享经济下高校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张晶 厦门大学 重点 

6 
以生命科学为例—探究仪器平台“集群建设”对促进开放共享的 

必要性及对策思考 
许杰 上海交通大学 重点 

7 
医学生实验室管理新模式—PDCA 循环联合项目管理法在医学本科

生临床技能培训与考核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邹莉萍 武汉大学 重点 

8 
融入思政元素的新工科背景下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以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为例 
王树臣 徐州工程学院 重点 



 

 

9 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 何胜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重点 

10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数据挖掘和实证研究 朱娜 上海交通大学 重点 

11 工科高校基础学科实验改革与实践-以工程力学实验为例 王钰文 西南石油大学 一般 

12 新文科背景下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 肖源 中国人民大学 一般 

13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化学综合实验教学体系建设与实践 陈伟 武汉工程大学 一般 

14 后疫情时代医科院校实验教学应用路径探究 余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

医大学 
一般 

15 
高等职业院校与应用型本科对实验实训基地管理的现状与差异性

研究 
胡礼文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16 
基于模糊理论的高校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研究 
王刻铭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 

17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贵重仪器使用绩效评价体系创新研究 陈欧 天津师范大学 一般 

18 高校实验动物生物安全 PDCA 闭环管理内控体系建设及实践 邢会杰 暨南大学 一般 

19 “物联网+云平台”驱动的新文科智慧实验室研究与构建 李春艳 湖北经济学院 一般 



 

 

20 基于 BIM+物联网的高校实验室运维管理研究 贾彩虹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1 基于数据融合的高校实验室“大资产”智慧共享平台建设 张晓刚 太原理工大学 一般 

22 新文科实验室信息化建设与资源共享研究 宋朋 辽宁大学 一般 

23 新媒体建设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平台开放共享的实践研究 刘宁 南开大学 一般 

24 面向“工程教育认证”的材料实验室协同运行机制研究 丁海民 华北电力大学 一般 

25 以 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 崔梦晶 东南大学 一般 

26 
服务陕北能化基地建设背景下的地方高等院校大型科学仪器开放

共享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李健 榆林学院 一般 

27 华为鲲鹏服务器集群资源共享实践研究 陈炳丰 广东工业大学 一般 

28 提升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有效途径研究 张芳 绍兴文理学院 一般 

29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大型设备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模式研究与探索 王浩 山东大学 一般 

30 高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与主管部门网络共享平台的对接与应用 刘淑云 山东大学 一般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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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课程建设的数字化实施路径”研究 赵雯 暨南大学 重大 

2 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价机制 杨俊宴 东南大学 重大 

3 全人教育理念下西方文化类课程混合式“金课”建设实践及评价 姚晓鸣 中原工学院 重点 

4 《Animal Anatomy》国际课程实施路径 董玉兰 中国农业大学 重点 

5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国际课程数字化协同教学模式研究 张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重点 

6 文明互鉴背景下中国文化概况类课程的国际化建设研究 但海剑 武汉理工大学 重点 

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陶瓷文化传播课程的开发建设与实践应用

研究 
陈宁 景德镇陶瓷大学 重点 

8 大数据驱动下教学有效性预测及评价 余小高 湖北经济学院 一般 

9 “计算机硬件基础”数字化课程建设及评价 崔丽群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一般 

10 基于数字化资源的数学类一流课程建设实践研究 曾繁慧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一般 

11 国际中文教育慕课的学习成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梁琳 长春大学 一般 



 

 

12 数字化背景下的高校英语听说教学有效性及评价研究 龙丽伟 河北师范大学 一般 

13 数字化时代下高校智慧课堂新型混合式教学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孙慧 中国矿业大学 一般 

14 
基于 moodle 教学平台的在线课程评价研究——以南方医科大学在

线课程为例 
叶涛 南方医科大学 一般 

15 
基于新农科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植物生物学虚拟仿真金课建设实践

与评价 
方颖 华南农业大学 一般 

16 数字化背景下的教学有效性及评价 任芳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一般 

17 
混合式教学下学习风格对中西医临床医学生科研思路与方法学习

成效的影响研究 
孙铮 大连医科大学 一般 

18 后疫情时期数字化课程教学有效性评价 狄浩林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一般 

19 “金课”建设背景下融入思政元素的专业课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 周磊、万其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0 基于人机交互的机械制造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邱胜海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1 数字化背景下教学有效性与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王小辉 西安邮电大学 一般 

22 基于认知诊断模型的慕课学生学习成效评估研究与应用 王炼红 湖南大学 一般 



 

 

23 参与式课程资源建设及教学有效性研究 张广兵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4 
基于云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物理立体化教学体系及金课建设的研

究与实践 
杨先卫 三峡大学 一般 

25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职院校数字化资源协同创新与国际化策

略研究 
陈湘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26 
1+X 证书制度背景下课程数字化改造的改革与实践——以《数字媒

体交互设计》课程为例 
肖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27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类金课建设实践及评价”研究 郑丽萍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一般 

28 
基于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数字化课程资源服务终身学习路径研

究——以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为例 
张维玲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一般 

29 高等院校“金课”建设实践及应用研究 张洋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0 基于深度学习的在线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模型及可解释性研究 曲豫宾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1 数字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研究 赵文萱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一般 

32 基于精准教学理念的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的构 赵阳 苏州市职业大学 一般 



 

 

建与实践 

33 基于高职生多元智能分类的实用英语线上“金课”建设与实践研究 翁洁静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融入高校动画课程建设的研究 赵艳 山东协和学院 一般 

35 基于“云上艺享”环境设计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与实践 高娅娟 广州大学 一般 

36 
以项目管理为翼，践行互金数字化教学模式改革——以《互联网 

金融概论与实践》为例 
刘蕙 广州南方学院 一般 

37 
交通运输类专业“1+X”证书数字化课程资源共享发展及整合路径

研究 
吴昊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十三、“高校体育发展与应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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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高校体育发展政策的历史背景与价值研究 王占坤 宁波大学 重点 

2 
体教融合视域下“一核三维”、“全程贯通”的高校体育教学体系

研究 
李春光 德州学院 重点 

3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邵锡山 山西财经大学 重点 

4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屏前静态行为与抑郁的教育干预研究 田英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5 大学功能的体育表征与实现路径研究 朱立新 哈尔滨师范大学 重点 

6 
慕课融入运动教学模式对高校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以北京师范大

学“乒乓球公体课”为例 

王晓斐 北京师范大学 一般 

7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材建设困境和创新路径研究 李广文 德州学院 一般 

8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运用信息化手段实行教考分离的实践探索 王建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般 

9 体教融合视域下我国家庭体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张颖 四川旅游学院 一般 

10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结构体系的建构 仲慧慧 苏州市职业大学 一般 



 

 

11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课程化建设路径研究 梁伟 青岛科技大学 一般 

12 
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研究——以高校高水平足球

运动队为例 
秋鸣 同济大学 一般 

13 功能性训练干预下大学生女子排球队员体能水平及竞技表现研究 姜宏斌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一般 

14 高校体育竞赛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吕立 华南农业大学 一般 

15 高校体育发展的法律研究 彭博 中国政法大学 一般 

16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研究 何仲恺 北京大学 一般 

17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演变对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影响的研究 邹文君 南昌交通学院 一般 

18 基于 OBE理念的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学导双行”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韩玉姬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一般 

19 “全人教育”理念下的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研究 唐玲 西安欧亚学院 一般 

20 高校体育教学中意外伤害事故的反思案例研究 李俊 安徽建筑大学 一般 

21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普通高校公共体育篮球课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赵崇乐 东北大学 一般 

22 
高等教育专业认证理念下大学体育课程高质量发展理论构建与实践

探索 
尤洋 中国石油大学 一般 



 

 

23 受众差异视域下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研究 李丹 湖北警官学院 一般 

24 “体育强国”视域下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段月明 西南石油大学 一般 

25 “体医融合”视域下海南黎苗族地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路洋 海口经济学院 一般 

26 
以“体”育人在新时代大学生健全人格中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研

究 
廖方伟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7 学校体育视域下大学生挫折教育“生态化”管理模式研究 夏丹 营口理工学院 一般 

28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系）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李萍 宁波大学 一般 

29 新疆南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对其心理健康发展影响的研究 王永义 南疆理工学院 一般 

30 
基于行为神经关系动态构建的青年抑郁症早期预测与运动精准干预

研究 
王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 

 



 

 

十四、“高校统战工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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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究 张淑娟 大连理工大学 重大 

2 高校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维度与效度研究 周长鲜 兰州大学 重大 

3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方法与路径研究 武永江 长安大学 重大 

4 新时代高校民族预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路径研究 陈永亮 西南大学 重大 

5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詹小美 中山大学 重大 

6 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问题研究 刘自勋 上海交通大学 重点 

7 新时代高校民主党派组织政治交接研究与实践 孙先明 武汉工程大学 重点 

8 高校统战工作宣传网络体系和工作体制机制研究 孙阳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9 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研究 黎开谊 长安大学 重点 

10 高校涉华民族宗教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薛宝琴 中国传媒大学 重点 

11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发展问题研究 姜怀忠 河南大学 重点 



 

 

12 高校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统战工作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江轶 湖南工业大学 重点 

13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发展问题研究 许春玲 西安理工大学 重点 

14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研究 楼成礼 浙江大学 重点 

15 
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校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建言献策工作

研究 
陈志 华北电力大学 一般 

16 高校内地港澳台学生统战工作研究 胡邦宁 南昌大学 一般 

17 “四新三好”背景下基层民主党派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研究 邹锦良 南昌大学 一般 

18 新时代高校归国留学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培育研究 李雅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一般 

19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研究 陈华 天津工业大学 一般 

2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历史经验研究 裴恒涛 西安科技大学 一般 

21 新时代民办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 沈定军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一般 

22 中国共产党民族高等教育百年政策演变逻辑研究 王之 中南民族大学 一般 

23 建党百年视域下的统一战线思想发展创新研究 王振光 河南大学 一般 

24 欧美同学会在新时代高校归国留学人员思想引领上的作用发挥研究 洪晓军 浙江工业大学 一般 



 

 

25 高校内地港澳台学生社会融合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唐嘉仪 中山大学 一般 

26 新时代高校归国留学人员群体思想引领工作研究 黄艳 中国药科大学 一般 

27 中国共产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百年历程及经验研究 乔夏阳 西安理工大学 一般 

28 建党 100周年统一战线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研究 汤谷平 浙江大学 一般 

29 新时代高校党外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徐燕婷 华东师范大学 一般 

30 
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实践研究——基

于上海市高校调研 
王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一般 

31 内地高校港澳台侨学生国情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永强 华侨大学 一般 

32 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王玉东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33 高校抵御和防范校园宗教渗透对策研究 李建耀 南昌航空大学 一般 

34 新时代高校留学归国青年政治认同教育的实践与对策研究 陈绍珍 南昌航空大学 一般 

 



 

 

十五、“高校校友工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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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校友组织法律风险研究 金锦萍 北京大学 重大 

2 把校友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之中的研究 孙雷 东北大学 重大 

3 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发展战略与实践路径研究 邹娜 河北工业大学 重大 

4 基于情感化设计的社会化校友平台用户体验研究 唐泽威 南京大学 重大 

5 
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的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基于高校育人工作

的视角 
桑大伟 上海交通大学 重大 

6 新时代高校校友会党建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白鹏 四川大学 重大 

7 以构建校友终身学习平台为核心的大学校友工作创新模式研究 雷星晖 同济大学 重大 

8 校友意识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验证 骆骢 中国农业大学 重大 

9 青年校友成长数据分析及其对高校校友工作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周荣 中国人民大学 重大 

10 新时代校友经济促进体系--赋能数字化双循环建设 王有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点 



 

 

11 基于微信平台的校友工作信息化综合应用研究 杜笑宇 河南理工大学 重点 

12 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的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 白小萱 西安交通大学 重点 

13 
耦合视角下地方工科院校校友创业教育资源开发研究--以广东工业

大学校友创业孵化资源开发为例 
陈卓武 广东工业大学 重点 

14 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与应用研究 刘杼 海南师范大学 重点 

15 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 余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重点 

16 资源协同视角下高校校友会组织运营策略研究 任泽中 江苏大学 重点 

17 “两会”党组织助力校友非公小微企业党组织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宏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8 三创视域下校友工作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韩巍巍 三明学院 重点 

19 社会资本视域下高校校友资源整合与创新服务研究 闫慧丽 山西财经大学 重点 

20 高校校友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思路与建设路径研究 潘晓静 同济大学 重点 

21 社会资本视角下地方高校校友捐赠意识研究 毕廷延 潍坊学院 重点 

22 新时代艺术院校校友工作定位及发展战略研究 邓东萍 星海音乐学院 重点 

23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慧校友平台建设探究 赵彬 浙江工业大学 重点 



 

 

24 
校友资源融入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机理与对策——ERG

理论视角 
吴章健 浙江万里学院 重点 

25 后疫情时代校友经济再发展研究——以武汉为例 徐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重点 

26 高校在校生校友意识培养的研究 刘召芳 中国海洋大学 重点 

27 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型高校在校生校友精神教育与传承 沈荣喜 中国矿业大学 重点 

28 大学校友信息采集系统集成研究 赵哲 中国医科大学 重点 

29 高校校友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 李波 东南大学 一般 

30 
新工科背景下的优质校友资源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课程思政建

设研究 
王鹏 华北电力大学 一般 

31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高校校友会的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协同高质量发

展的实现逻辑 
孟宇 辽宁大学 一般 

32 
地方高校校友组织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创新服务研究及其对辽宁

省高校的启示 
王雨琪 辽宁大学 一般 



 

 

33 高校校友会党建工作研究 高银 南昌航空大学 一般 

34 
高校在校生校友意识“嵌入式”培养策略研究——以南京理工大学

为例 
缪建红 南京理工大学 一般 

35 融媒体视域下高校校友工作的创新研究 张瑶 南通大学 一般 

36 
厚植燕大精神，投身国家建设--燕山大学建筑行业校友文化建设路

径研究 
王兵 燕山大学 一般 

 



 

 

十六、“高校宣传工作创新发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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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管理干部上思政课讲台长效机制研究 王能东 武汉理工大学 重点 

2 “双一流”视域下大学文化建设研究 李重 西安交通大学 重点 

3 大数据驱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精准化研究 常宴会 南开大学 重点 

4 全媒体时代高校舆情引导与研判机制研究 张宇庆 北京工业大学 一般 

5 “双一流”建设高校海外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 吕静 天津大学 一般 

6 高校融媒体中心建设创新研究 赫铭 大连理工大学 一般 

7 融媒体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高坤 东华大学 一般 

8 高校融媒体智慧工作平台建设研究 纪梦然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9 以党的“历史自觉”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周东娜 中国农业大学 一般 

10 沉浸传播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构与风险防范研究 李娜 河北大学 一般 

11 高校思政类微信公众号发展研究 黄清泉 华东理工大学 一般 



 

 

12 后疫情时代信任视角下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彭垒 华中农业大学 一般 

13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培养研究与实践 李颖 重庆大学 一般 

14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陈永华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一般 

 



 

 

十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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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一带一路”关键区位选择与 FDI 高质量发展研究 杨先明 云南大学 重点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现状，问题及解决路径

研究 
龚丽敏 武汉大学 重点 

3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杜玉琼 四川大学 重点 

4 公共产品视域下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研究 仇文华 上海理工大学 重点 

5 重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经验研究 吴永求 重庆大学 重点 

6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合作办学探索：现状、问题及趋势 马辰威 四川大学 重点 

7 土耳其及中亚“斯坦”五国语言政策研究 吴长青 湖北经济学院 重点 

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生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郑一 

民航总医院/ 

北京师范大学 
一般 



 

 

9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 李涛 云南大学 一般 

10 
组织污名化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行为的影响研

究 
黄海燕 湖北经济学院 一般 

11 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产业国际化转移路径研究 王石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一般 

12 昂山素季政治思想对缅甸政治局势发展的影响研究 张根 云南民族大学 一般 

1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现状与挑战 卢凌宇 云南大学 一般 

14 人文素养视角下“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朱纯欣 南京工业大学 一般 

15 一带一路背景下一流学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永飞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一般 

16 可持续安全视阈下中国周边“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的治理方略研究 金新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 

17 
“一带一路”视域下教育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研究——以西安邮电大

学为例 
王红蕾 西安邮电大学 一般 

18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康弘哲 西安工程大学 一般 



 

 

19 “一带一路”高质量法治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及路径研究 周德军 江苏大学 一般 

20 基于教育生态视角的中巴高等教育合作研究：动力机制与发展策略 孟瑞琼 上海大学 一般 

2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地区农业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研究 胡茂 西南科技大学 一般 

22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研究 王昱睿 大连财经学院 一般 

23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研究 卫平民 东南大学 一般 

2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力量体系构建与运用研究 李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一般 

25 东盟国家汉语言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王东林 海口经济学院 一般 

26 国外媒体视野中“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分析研究 李雯艳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2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制造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 华菊翠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28 受众视角下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影视文化传播的能力提升研究 许庆红 云南大学 一般 



 

 

29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历程与趋势 苏云婷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30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研究 李丽丽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一般 

31 东北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经验研究 常雪 佳木斯大学 一般 

32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交通院校合作办学中外语教学模式研究 刘莉莉 大连交通大学 一般 

3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合作模式研究 赖俊明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规划教育合作现状、问题及解决

路径研究 
王兴平 东南大学 一般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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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驱动下的高职教育管理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陈民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重点 

2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目标、定位、内涵和特征 李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3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四纵五横”产教融合生态体的构建与实施研

究 
王作鹏 烟台职业学院 

重点 

4 “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路径与机理研究 李忠华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5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王赵慧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6 高等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王桂花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重点 

7 大思政背景下高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机制研究 刘雁红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重点 

8 常态化疫情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对策的研究与实践 王新年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重点 

9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模式与实施路径研究 唐明军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0 基于“MOOC+SPOC”的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洪韵华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1 “1+X 证书”制度下的高职数媒应用技术专业“三教双融”人才 马溪茵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培养模式研究 

12 
基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会计人才培养研

究 
赵玮 北京联合大学 

重点 

13 校企合作视阈下高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优化研究 龙金茹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重点 

14 人工智能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影响研究 曹玉娜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5 基于人才培养效率的区域高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张毅 太原理工大学 重点 

16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视域下思政课教学法的理论与应用研

究 
王晓鑫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重点 

17 基于 PPP模式的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运行机制及风险管理研究 胡其亮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重点 

18 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高文智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19 高等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于纪玉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重点 

20 
立德树人与三全育人建设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开发与大思政平台机制研究 
潘水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1 民办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创新与实践探索 王敏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2 校企创新平台云融合提升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能力 陈燕玉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3 
1+X 证书制度试点推进与实施研究——以建筑 BIM 职业技能证书

在工程造价专业应用为例 
李茂英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4 
信息通信类专业“中高本贯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重点-万盛 ICT 分院为例 
陶亚雄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点 

25 
新技术实训基地建设视阈下高职院校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策略

研究 
张振锋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6 
1+X 证书制度试点推进与实施研究-以人工智能 5G 承载网络运维

证书与课程融合试点为例 
许波 

沈阳师范大学 重点 

27 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现代学徒制实践研究 陆美燕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

学 

重点 

28 “双高”背景下学生角度高职药学专业群建设机制研究 张立光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29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推进与实施机制研究 杨小锋 商洛学院 重点 

30 智能制造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 韩虎 临沂大学 重点 



 

 

机衔接研究 

31 “1＋X”书证融通下高职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实施 刘春光 烟台职业学院 一般 

32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域下高职智能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研

究 

孙桂英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一般 

33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高等职业教育考试评价机制改革研究 刘硕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4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机制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 杨浩英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5 高职院校健全“四位一体”内部治理体系的实践研究 李旺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一般 

36 1+X”证书制度下高职院校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柯丽菲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一般 

37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 周淑芹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一般 

38 高等职业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申一宁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39 
基于类型教育特征的职业院校财经商贸类教材开发的探索与研

究 
喻竹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0 高职院校“分阶分类式”劳动教育模式研究 陈姝娅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1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实

践 
范金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2 
“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院校智能制造领域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 

研究与实践 
张朋伟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3 基于 MOOC+SPOC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赵培 北京联合大学 一般 

44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牟玲玲 河北工业大学 一般 

45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数学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刘振云 天津职业大学 一般 

46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王松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7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域下高职智能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研

究 
孙桂英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一般 

48 “三全育人”格局下高职院校传统文化类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邱添乾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49 基于立德树人的职业素养与高职专业教育融合探索 雷成霞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0 基于深度融合产学研机制的科技创新体制建设研究 杨从亚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一般 

51 基于“双高”院校的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陈鸿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一般 



 

 

52 1+X 证书制度试点推进与实施研究 王建滨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一般 

5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运行评价与改进策略 

研究 
赵晴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一般 

54 
高等职业教育英语专业产教融合研究与实践——以新疆高职院

校为例 
蒋瑜秀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一般 

55 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梁红玉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一般 

56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法研究 陶林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57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的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评价框架研究 周楠 沈阳师范大学 一般 

58 
面向湖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水平高职院校专业群组群逻辑及

建设路径研究 
夏光蔚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59 高职安全类专业群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 张财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一般 

60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教育助力农村女性发展的研究 吕虹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一般 

 



 

 

十九、“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质量转型发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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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开放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 李妍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重大 

2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自学考试课程建设与服务研究 龙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重大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推精准扶贫及稳定脱贫策略研究 孙焕良 湖南农业大学 重点 

4 甘肃省自学考试多元评价体系构建及实施研究 马竞竞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重点 

5 
产教融合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结构调整路径研究—

—以民航特色专业为例 
舒欣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重点 

6 
京津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专业课程建设与助学 

模式研究 
安蕊梅 石家庄铁道大学 重点 

7 
湖南地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类专业课程学分认定与学习成果 

转换机制研究 
何湘虹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 

8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自学考试课程建设与服务的研究 王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点 

9 以课程为基准的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的制度机制研究 李毅 湖南农业大学 重点 

10 智能教育视域下自学考试课程建设与服务研究 包智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点 



 

 

11 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宋阳 
哈尔滨工程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 
重点 

12 
四川省“三州”民族地区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扶贫试点研究的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丁念友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一般 

13 
自学考试助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稳定脱贫策略研究——以甘肃

省临夏州为例 
马忠华 临夏州教育局 一般 

14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自学考试课程建设与服务研究 何鹏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一般 

15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模式构建研究 邹函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一般 

16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园林专业课程建设研究 朱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般 

17 
产教融合国家战略下“专接本”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基于南通市

5 所高职院校现状调研 

吉海波 

杨建 

南通市教育考试院 

南通职业大学 
一般 

18 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杨力 湖南大学 一般 

19 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秦党红 湖南工商大学 一般 

20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探析——以湖南省为例 刘春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 
一般 

21 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杜刘家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一般 



 

 

22 自学考试主考学校在国家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张海防 南京师范大学 一般 

23 面向新时代国家战略的自学考试专业设置研究（机器人方向） 张晓煜 南京工程学院 一般 

24 
专业名称相同背景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课程 

学分认定与转换方式探索 
魏唯 重庆文理学院 一般 

25 自学考试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曹国栋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一般 

26 以课程为基准的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的制度机制研究 商文江 西南政法大学 一般 

27 
“立德树人”视域下警察类高职院校自学考试人才培养助学路径 

探索——以湘警职员为例 
王学梅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般 

28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研究与应用 李小红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 

29 基于终身教育视角下的自学考试群体行为特征研究 钱群 华东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般 

30 线上助学视域下数字化课程建设与有效性教学评价研究 郭恩 山东协和学院 一般 

31 自考应用型专业虚拟现实实验实训平台研究 冉蜀阳 
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

院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