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课题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别 学科分类

XJK18ZDWT01 余伟良
湖南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研
究

湖南省教育厅 重大委托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ZDWT02 李明
新时期湖南中小学“择校热”问题
、成因及对策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重大委托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ZDWT03 张桂蓉
新时期校园欺凌现象、成因及防治
对策研究

中南大学 重大委托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ZDWT04 张放平
2018-2035年湖南教育现代化目标
任务及推进路径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大委托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ZDWT05 罗成翼
湖南省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体
制机制研究

湖南城市学院 重大委托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1 徐靖
湖南公立高等学校章程实施督导机
制研究

中南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2 刘新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常态化”

方法模式创设研究
中南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3 张智艳
设计的善意与新意：高校艺术设计
专业学生伦理修养与创新能力的综
合培养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4 龚运勤
基于核心素养的地方高校数学高师
生PCK构建研究

怀化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5 罗兰
创新创业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教师
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6 苏钢
地方高校通信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重构

长沙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7 邹伟华
“海派”艺术样式融入艺术设计学

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8 蒋家琼
基于学生学习产出导向的高校本科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湖南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09 刘晓霞
湖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
的文化进路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GD010 王向红
新时期湖南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术生
态评价标准体系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AZY001 曾健坤
湖南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本
土化研究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重点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AZY002 陈罗湘
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建设路径与实践
研究

湘潭医卫职业
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AZY003 周洪波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湖南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赛制优化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AZY004 柯昌林
职业院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
机制研究

湖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AZY005 隆平
湖南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赛制
优化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AJC001 罗碧琼
从机械论到生命论：六年制公费师
范生“前段”英语教学方法变革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2 夏永庚
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走班教学的保
障机制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3 刘兵
大数据时代中小学作文智能网络教
育的研究与实践

长沙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4 陈来满
建构研修导选体系优化新髙考课程
选修效能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长郡中
学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5 谢永红 研究型高中建设的校本探索与实践 湖南师大附中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6 丁文平 提升乡村教师教研能力的实践研究
株洲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立项课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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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AJC007 李卫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学历
史教育研究

常德外国语学
校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8 许鹏辉 “适合教育”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长雅中
学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09 马丽芬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运用研究
衡阳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JC010 翁光龙
新时代普通中学管理者文化建设研
究

长沙市周南中
学

重点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ADY001 周宏军
改革开放40年理想信念教育基本经
验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ADY002 黄利新
“纲要”课教学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影响的路径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ADY003 程岳华
新时代区域中小学德育有效衔接策
略研究

岳阳市教育体
育局

重点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AJG001 张怀英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模式
与运行机制研究

吉首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AJG002 唐芳贵
家庭资本、教育获得与社会再生
产：影子教育的视角

衡阳师范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AXL001 向燕辉
早期受虐经历对个体嫉妒情绪影响
及干预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AXL002 徐芳
湖南省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
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AXL003 谢岭
表达性艺术治疗促进寄宿制小学生
情绪管理能力的实证研究

湘潭市雨湖区
风车坪建元学
校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AXX001 林志杰 高职高专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研究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ATW001 李兵
高校“强化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

的路径研究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ATW002 李丽珍
湘南民间艺术融入艺术设计教学的
实践研究

湘南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ATW003 彭海鳌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小学美术创生
课堂教学范式研究

长沙市芙蓉区
教育科研中心

重点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AFZ001 李杰豪
湖南省学校规划建设条例的制度创
新与实施推进研究

湖南商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AFZ002 涂圣明
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实施策略研究

张家界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ALL001 谢培松
初等教育学基本原理：总体框架与
内容设计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研究

XJK18ALL002 刘铁芳 新时代我国学校教育目的的蕴含 湖南师范大学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研究

XJK18ALL003 李桂元
何炳麟教育思想与湖湘名校特色发
展研究

衡山县岳云中
学

重点资助课题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研究

XJK18BGD001 尹巧 发展性院校评价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2 龚文婷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建

设绩效评价方法构建与应用研究
湖南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3 王轶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地方高校乡村
规划人才供需耦合的机理与对策研
究

长沙理工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4 宁云中
教育生态空间下大学生核心素养协
同培育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5 杜荣华
借鉴书院模式的“匠心学堂”育人机

制研究与实践
长沙理工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6 游一兰
新工科背景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
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构
建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7 胡慧
地方综合性大学跨文化素质教育课
程建设与创新

湘潭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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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GD008 胡芳毅
国际化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学生跨文
化适应能力培养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09 王斌 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 长沙医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0 杨赳赳
基于“从资源共享到智慧共生”理念

的在线开放课程开发模式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1 谢雅
新工科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综合实
训体系构建与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2 李艳华
构建化学化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
系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3 周亮
“乡土营建”视角下的地方应用型

高校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湖南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4 豆亚杰
面向联合作战保障任务的军校本科
学员核心素质培育与课程体系设置
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5 葛冰峰 高校多校区办学管理模式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6 陈金龙
高校“大督查机制”构建及执行效能

提升策略研究
湘潭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7 郑红京
“双一流”建设语境中的湖南高校

图书馆学科数据挖掘及服务路径推
湖南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8 李忠玉
基于虚拟环境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的优化与实践

南华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19 周远
信息化时代地方本科高校理工科课
程O2O（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探讨

长沙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0 姜玲玲
基于教学资源体系建设的大学英语
嵌入式教学模式研究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1 蒋柿红
基于语料库的地方高校学生学术英
语应用能力培养研究

南华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2 朱东国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双创”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湘潭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3 胡和平
高校实施“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研

究
湖南警察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4 刘长旭
应用型地方高校音乐学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5 李丁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生物学科信息化
教学模式创新的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6 言捷智
创新驱动战略下湖南地方本科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满意度评价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7 陈丽
基于翻转课堂/微课/CBL结合的病

理学融合教学模式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8 卢斌
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本科实验平台研
究与实践

湖南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29 朱凌志
在线开放课程深度学习的提升策略
研究

湖南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0 谢粤湘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医药文

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策略与路径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1 易诚
基于SWOT-HACCP理论师范院校

环境工程人才培养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2 吴军
新时代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3 陈丽荣
构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
微六阵地”传播教育体系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4 孙继静
湖南省高校校园性别暴力预防与整
治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5 黄慧
中外合作办学语言课程的O2O智慧

生态路径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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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GD036 王璇
艺术设计类专业非正式学习空间的
设计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7 陈红涛
基于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中医护理
继续教育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实
践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8 朱宗铭
面向新工科机械类专业创客教育的
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39 余星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地方本科院校金
融工程专业“最后一公里”人才培养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0 张雯雰
面向新工科的地方高校物联网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和云实验平台的研究
与构建

湘南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1 周桃云
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
型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2 贺迅
基于实践育人的高校社会创业体系
构建研究

湖南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3 龙海军
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质量评

价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4 周莲英
情境认知视域下大学生文化自信培
育路径研究

湘南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5 熊力游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互联网+”

的大学生跨文化素质培养模式构建
长沙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6 阳玉香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教
育质量评价及培育体系构建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7 周荣安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图学类

课程综合改革
南华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8 周翠娇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生态德育协同创
新模式构建研究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49 姚美雄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湖南本科高
校教师教育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怀化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0 黄奥林
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法制教
育研究

湖南交通工程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1 石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
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2 李红艳
SPOC模式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长沙医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3 郑后建
高校课堂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
与动态创新

湖南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4 袁川来
新工科背景下电气类创新人才产教
融合培养的机制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5 丁彦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提升与“第二

课堂”教育融合机制研究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6 李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进”的路径研究

湖南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7 卢山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ESP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8 谢富春
基于TF-CDIO育人模式的地方高校

新工科人才培养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59 郭范波
新工科视角下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湖南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60 文学禹
基于互联网+的生态文明通识课程
教学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61 宁林彬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大学生环境伦理
素养培养机制研究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62 胡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自信培育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BGD063 何艳琳
“四个自信”引领高校思政课项目
驱动教学研究与实践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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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ZY001 周妮笛
面向小农户的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2 刘燕
基于“互联网+”的高职“四位一
体”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3 孔祥次
职业技能型高校机电类专业创客型
工匠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4 谢丽君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工匠精神
培养研究与实践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5 施薇
“湘品出境”创业背景下《跨境电
商》课程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6 杨娟
基于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的高职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预测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7 李琼
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高职智能
控制技术专业群逆向式课程体系研
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8 乐乐
融入毕业设计的高职学生创新教育
研究与实践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09 郭飏
医养结合模式下复合型养老护理人
员培养体系和评价指标的构建

湘潭医卫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0 赵本纲
高职学生创意创新创业素质提升教
育研究

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1 陈慧芝
我省行业协会深度参与现代职业教
育治理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2 李强
校企深度合作下的高职机械制造类
“芙蓉工匠”人才培养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3 刘淑贞
“智育”与“德育”深度融合的高
职数学课程改革研究

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4 李海莉
湖南地方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服
务农村电商发展研究

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5 周红波
云课堂视阈下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
人才培养与终身学习的耦合路径研
究

湖南外贸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6 彭仁孚
基于创业实战考量沙盘体验型教培
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7 龙昱
基于SMCR+ARCS的高职工管专业核
心课程的微课开发模式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8 刘笑笑
“制作中学习”—技能型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19 彭维捷
基于“OBE”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
“三链环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模式建构研究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0 周怡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省普通高
校大学生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1 贺卉
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模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与实践研
究

湖南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2 李纯斌
“芙蓉工匠”精神培育视域下高职
教师专业品性及其培养路径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3 侯德文
高职院校学训抽赛创五位一体培养
芙蓉工匠模式研究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4 李辉政
“文化自信”背景下大木作技术传
承人培育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

永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5 刘康民
工匠精神视角下湘中职业教育扶贫
的社会功效与实现路径研究

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6 钱萍
新时代下“工匠精神”在高职机电
类专业中的传承应用研究

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7 李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文学课
程教学的路径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28 魏华祝
“学产研训赛”五环相扣的人才培
养模式指导下高职健身指导与管理
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研究

湖南体育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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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ZY029 傅规玉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动物医学专业
自主生态创业人才培养导向研究

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0 欧阳波仪
知识管理视角下高职智慧课堂构建
与应用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1 张艳芳
基于产教融合视角的高职混合所有
制二级产业学院治理研究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2 刘炜
工程化思想融入机电类高职课程体
系构建的路径研究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3 邓一平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监管
机制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4 韩先满
职业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
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5 陈刚
以作品为核心的高职装备制造类专
业创新能力培养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6 李治国
产教融合视角下汽车产业“芙蓉工
匠”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7 侯菊花
特色形态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在医学专科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益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8 郭柯柯
智能手机支持的高职新闻专业课程
互动模式创新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39 刘毅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长素质人才”
培养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0 陈丽萍
诊改视域下湖南省高职院校教师队
伍建设质量标准研究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1 谢复兴
“创客教育”理念下高职室内设计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实践研究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2 袁世军
基于校企共建二级学院的“双主体
双身份”学徒协同管理机制研究

湖南现代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3 王钰
高职商科类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的
机制创新研究与实践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4 尹丽娟
分类管理视角下湖南非营利性民办
高职院校退出机制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5 陈娟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高职微课资源库
建设研究

湖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6 童婧
TPACK视域下新时代高职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7 杜启平
湖南职业院校“芙蓉工匠”新生代
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8 李平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校本
支持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

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49 冯松
“一带一路”下高职资源开发技术
专业群建设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0 任修霞
基于创新维度的湖南高职大学生创
业质量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1 晏涵
校企协同育人的“DNA”模式构建
的研究

湖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2 范波勇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校企协同技术技
能积累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湖南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3 魏鸿浩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核心素养体
系构建及培育策略研究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4 胡小和
医教协同构建医卫类高职院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为例

长沙卫生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5 阳永生
基于学习过程数据挖掘的高职学困
生归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6 程钢
产教融合趋势下“芙蓉工匠”在轨
道交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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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ZY057 邝允新
基于创客空间的高职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研究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8 王运政
职业院校场域中工匠精神代际传承
及创新研究——以建筑行业为例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59 高俊祥
基于“双创”需求的高职院校新能
源汽车技术专业建设的研究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0 尹莉
中华优秀传统家训融入高职人文素
质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1 肖佩民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2 张健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
育方法研究

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3 张耀辉
“后慕课”时代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模式在高职教育中的研究与实践

湖南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4 左荣欣
移动智慧型高职教师教学质量多元
评价系统建设研究

湖南高速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5 张丽萍
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四轮驱动
”培养机制研究与实践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6 邹振兴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化
微课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7 邱玉函
通过戏剧教育提升幼师生游戏素养
的实践研究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8 陈雪蓉
基于双证融通的“芙蓉工匠”培养
路径研究

湖南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69 郭正良
湖南省拟新建幼师高专教师队伍建
设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信息职
业技术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0 张晓宇
农村公费定向师范生核心素养培养
研究

芷江民族师范
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1 吴德望
精准扶贫视域下教师社会服务能力
发展研究

株洲市职工大
学（工业学
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2 谭霞林
乡村振兴背景下湘西州中职教育城
乡统筹发展研究

吉首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3 赵晓玉
湘西地区职业学校民族技艺传承与
区域技能人才培育有效策略研究

湘西自治州民
族教育科学研
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4 袁剑锋
新时代背景下中职学生工匠精神的
培育与传承研究

郴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5 孙传读
提升农村中职学生幸福感的情商教
育实践研究

洞口县职业中
专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6 杨绍良
教育扶贫背景下薄弱中职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有效途径探究

中方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7 李桂娟
特教中职学校听障学生舞蹈课程设
置与教学方法的研究

湖南省特教中
等专业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8 黑晟斌
校企协同视野下中职学校职业生涯
教育研究

常德财经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ZY079 向罗生
湖南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研
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BJC049 陈丽
新时代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地方化建
设的研究

衡阳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1 李令
湖南乡村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职业信
念现状与培育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2 任卓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省乡村小规模
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3 潘显民
大数据环境组件模式教学资源库构
建方法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4 张梦雪
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英语教师
的身份建构与实证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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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JC005 夏希
基于校校合作的小学语文课本剧开
发与应用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6 肖晓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研
究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7 王彦
中小学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机制动能
增长研究

湖南省中小学
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8 崔晴 湖南省小学生课后服务发展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09 胡建郭
“医教结合”理念下学前智力发展
障碍儿童教育康复模式研究

长沙市特殊教
育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0 曾召文
数字资源支撑下区域性教师项目化
培训实践研究

长沙市中小学
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1 邓荆培
分层走班促进初中生学习力发展的
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

长郡雨花外国
语洪塘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2 伍卓林
新时代中学教师行为文化建设研究
与实践

长沙市明德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3 刘觅知
湖湘文化融入中学语文教学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湖南大学附属
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4 韩志红 普通高中STEM创新教育课程化研究
汨罗市第一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5 王丽燕 小学数学故事创编研究
涟源市教研师
资培训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6 罗建强
“三有课堂”视野下的农村初中理
科课堂教学研究

汉寿县聂家桥
乡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7 旷海彬 小学数学科普教育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雨花区
天华寄宿制学
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8 潘林利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中语文思辨
读写的行动研究

株洲县第五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19 邓建军
基于数学思维发展的小学数学教材
适用性研究

岳阳楼区东升
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0 王献忠
用数学文化引领初中数学名师工作
室卓越教师成长的实践研究

娄底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1 杨贤
专业团队引领乡村薄弱学校校本研
修的实践研究

冷水江市教师
进修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2 汤飞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统编初中语文教材
学习任务群设计与实施研究

株洲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3 罗玉林
农村学校初中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的研究

炎陵县鹿原镇
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4 袁红梅
基于STEM教育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
课程开发研究

郴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5 肖四萍 湖南农村教学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娄底市师资培
训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6 龚平
基于碎片化学习背景构建系统化思
维策略的研究

益阳市赫山教
培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7 申国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写作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邵阳市邵东县
第三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8 王受吉
智慧型3D网络学习空间在高中历史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永州市第一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29 余妍
高中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
究

常德市桃源县
第一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0 吕贞
运用“BYOD”优化课堂教学的实践
研究

郴州市第六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1 周勇
湖南省农村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发
展研究

益阳市南县华
阁中心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2 刘岳勇
文本细读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
性的实践与研究

岳阳市第七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第 8 页，共 27 页



课题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别 学科分类

XJK18BJC033 舒利 现代课堂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华容县长工实
验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4 张婷
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融入乡土文化
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5 林根淮
云互动教学平台与初中课堂教学深
度融合的研究

浏阳市集里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6 周树明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课程文化建设研
究

长沙市周南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7 章醇
信息技术与小学课程融合的创新研
究

湖南一师二附
小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8 曾祥平
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下的高中幸福课
堂实践研究

醴陵市第四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39 范练娥
“三位一体”单元整体构设的阅读
教学策略实践研究

岳阳市教育科
学技术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0 陈宪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小学数学
分组实验探究活动设计的研究

湘潭市岳塘区
火炬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1 徐正祥
中小学初任教师关键能力校本化培
养研究

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2 付意 小学生近体诗创作教学的实践研究
长沙市天心区
井岗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3 余波 小学语文课堂激励教育实践研究
汨罗市新市镇
新市完小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4 傅广生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优化策略研究
常德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5 龚新初
县域内利用校园社刊平台培养小学
生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桃江县教研室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6 向军
基于初中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的课程
资源开发研究

长沙青竹湖湘
一外国语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7 彭海军
基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育的高中
生物课程改革的研究

汨罗市第一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48 戴瑜 炎帝文化进校园的途径与策略研究
株洲市炎陵县
炎陵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0 刘辉
小学音乐教学中“和诗以歌”的实
践研究

涟源市教研师
资培训中心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1 张意芳
地花鼓资源在幼儿园艺术活动中的
应用研究

益阳市南县实
验幼儿园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2 张凌云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衔接的案例研究

株洲市荷塘区
教研室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3 周黎
湖南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物理课走班
制教学研究

永州市第一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4 伍福常
非专业教育背景的语文特岗教师课
堂教学能力提升的个案研究

新化县教育科
学研究所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5 罗鹏志
“文武双修”特色学校建设实践研
究——以新化县S学校为例

新化县东方文
武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6 吴晶晶
提高小学生科学探究记录有效性的
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7 何如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深度课堂
构建与实践研究

长沙高新区麓
谷第二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8 任霞
农村初中教师由备教向备学转变的
研究

岳阳县长湖乡
中心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59 谭静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农村普通高中
思想政治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实践
研究

衡东县教育研
究室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60 李庆纯 统编版初中作文教学的序列研究
桃花江初级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BJC061 彭霞
家校协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
策略研究

益阳市赫山区
第二完全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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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DY001 匡立波
“互联网+”时代湖南省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课信息化建设路径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2 彭兴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学德育
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3 张伟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利益观教育路径
研究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4 严春华
湖湘文化融入高师院校师德教育研
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5 陈旭
高校官微思政教育主题宣传系列报
道管理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6 罗珍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微教学”模式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7 文婷
校企协同视域下职业院校职场化德
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8 韩丹丹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研究

长沙卫生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09 骆清
立德树人视角下高校“课程思政”
改革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0 周少斌
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1 颜新跃
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实现的路径研究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2 左慰
中等职业学校行为异常学生的转化
教育研究

湘潭生物机电
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3 周吉民 农村小学留守儿童自主管理研究
永州市冷水滩
区竹山桥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4 龚彩福
“船山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实
践研究

衡阳市船山英
文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5 周飞菲
新时期校园欺凌现象成因及防治对
策研究

武冈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DY016 黎琴
国学经典在小学德育活动中的应用
研究

岳阳市岳纸学
校

一般资助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BJG001 王群琳
我国教育非均衡化下的“贫困陷阱

”：基本证据、形成机理与阻断机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2 欧阳爱辉
基于大数据的湖南省大学生网络借
贷风险法律防控体系研究

南华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3 欧珺
基于新《政府会计制度》的高校财
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4 陈娟
“放管服”改革下高校人事编制管

理模式创新研究
湖南商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5 周旭枚
湖南省教育机构审计治理效应调查
及对策研究

湘潭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6 廖毅
湖南省高等院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
的应用研究

湖南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JG007 贺晓珍
教育政策学视域下划片入学政策价
值分析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BXL001 胡宓
基于“主位研究”范式构建中学对
青少年严重心理问题的识别和转诊
模式

中南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2 陈琼妮
认知行为治疗视域下的生活技能训
练对大学新生逆境商和心理健康促
进的实践研究

中南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3 段水莲
公安院校学生心理韧性评估及其干
预研究

湖南警察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4 欧阳叶
随班就读智障儿童心理融合教育研
究

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5 蔡丁
“互联网+”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
康动态监测体系创新研究

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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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XL006 汤帆
农村学困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及干
预效果研究

岳阳市君山区
许市镇中心小
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7 颜亚华
县域农村师生心理问题的评估及精
准帮扶机制的研究

衡东县教师进
修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8 廖智慧
留守儿童情感素质发展困境及应对
策略的实证研究

永州市第三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L009 王月林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中学生情绪问题
的评估与干预研究

长沙市第十一
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BXX001 马华
基于教育大数据挖掘的个性化自适
应学习资源智能推荐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2 张伟平
信息化背景下县域基础教育治理研
究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3 孙华
云计算视野下智能的在线学习评价
策略

长沙医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4 谭韶生 高职院校云课堂教学影响因素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5 涂频
智慧学习环境下高职院校混合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6 周国栋
基于自适应学习的高职个性化课程
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7 钟科
移动微学习视阈下的高职智慧课堂
构建研究与实践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8 李桂平
微课资源的建设及在职业教育中的
应用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09 周俊
大数据背景下初中“自课堂”的研
究与实践

常德经济技术
开发区崇德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XX010 岳振华
虚拟现实（VR）技术与初中学科教
学深度融合的应用研究

怀化市武陵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BTW001 刘卫华
自媒体平台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与发展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2 王珺
“双创”背景下的服装设计课程改

革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3 黄毅
以“唱作人”为培养目标的高校流行

演唱教学改革与实践

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4 沈智祥
基于AHKC的长沙市中学生身体活动
水平特征及其促进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5 陈竑
设计众包：地方高校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转型路径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6 宋洋慧 孔子与柏拉图音乐思想之比较研究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7 李银兴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产品设计专业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实践研究

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8 钟丽萍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学校体
育精准扶贫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09 吴静
我国12所高等艺术院校声乐硕士研

究生培养质量实证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0 李雄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体育职业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1 张敏敏
中国歌剧片段演唱融入民族声乐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2 曾直
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健康危险行
为及其与家庭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湘西民族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3 余克泉
新时代地方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路径研究与实践

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4 龙克威
一校多品：新时代小学体育发展的
理念建构和行动策略

长沙高新区虹
桥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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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BTW015 田应军
“健康优先”视域下湘西小学生体
质健康促进路径研究

湘西自治州吉
首市第六小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6 许小平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构建“三养三
型”体育课程体系的实践研究

湖南师大附中
博才实验中学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TW017 罗炜 乡村学校“丰”型美育模式研究
开福区新安寺
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BCR001 李小斌
精准扶贫背景下湖南农村电商人才
协同培养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BCR002 舒菁英
精准扶贫视阈下“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体系构建探究

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BCR003 严静
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下成人教育立法
研究

岳阳广播电视
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BFZ001 朱海英
湘西地区教育扶贫与产业开发协同
路径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BFZ002 韦美雁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湖南农村留守儿
童学业预警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BFZ003 肖娅晖
“一带一路”战略下湖南高校工艺
美术专业品牌化策略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BFZ004 刘新国 湖南省终身教育立法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BFZ005 朱红月
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现状及化
解路径研究----以汝城县为例

汝城县教育局 一般资助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BMZ001 向大军
湘西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现状调查研
究

吉首大学 一般资助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BMZ002 滕林峰
地方课程视野下湘西民间童谣的传
承与利用研究

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BMZ003 李维龙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质量提升
的应用与实践研究

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BMZ004 龙艳军 湘西地区苗族鼓舞文化传承的研究
古丈县默戎镇
九年制学校

一般资助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BGF001 柳升超
新时代下普通高中如何开展实践性
国防教育探究

浏阳市第三中
学

一般资助课题 国防军事教育

XJK18BBJ001 龙湘平
教育国际化语境下境外优质教育资
源本土化研究与实践——以湖南城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资助课题
比较教育与教
育合作交流研

究
XJK18QGD001 卞军凤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大学生心理获
得感及提升路径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2 曾兰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成因
及教育引导策略研究

湖南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3 肖宇强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女性设计
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4 张卓
新时代高校发展型资助体系中的"
精准育人"模式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5 张佳
新时代“大思政”格局下的高校研究

生导师与辅导员合力育人机制研究
湖南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6 石蒙蒙
全媒体视阈下服务湖南文娱创意产
业发展的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7 赵京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成因及激励机制
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8 卓海燕
医教协同背景下基层中医全科人才
培养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
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09 张显
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怀化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10 何贞慧
中国英语学习者空论元句法推导及
习失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11 袁江平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湖南警察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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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QGD012 黄美玲
德育视域下公费定向师范生《教师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构建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13 刘毅文
基于课外基地与课堂教学“双螺旋”

模型提高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研
怀化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GD014 潘海燕
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的教育扶贫协
同创新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QZY001 谢慕冰
新时代法治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融合
教育系统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2 侯雪梅
基于第四代评估理论的高职专业群
评估体系研究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3 佘勇
基于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4 周正义
罗霄山片区后扶贫时代产教融合扶
贫巩固研究——高职专业群与农产
品电商利益共建共享

郴州职业技术
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5 郑立国
产教融合趋势下湖南省高职院校提
升社会服务能力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6 管昕
SPOC混合式教学在高职市场营销课
程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7 肖瑶星
基于移动终端+SPOC的高职专业实
训课程建设与应用

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8 卢宇
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高职农产品流
通专业群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09 刘妍
思政教育元素融入高职专业课程教
学的策略研究

湖南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ZY010 李猛
农村中职学校读书活动对学生人文
素养提升的策略研究

桃源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青年专项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QJC010 陈丽 生态场域中的农村美术教育研究
娄底幼儿师范
学校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1 李汉学
湖南省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与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2 罗瑶
以精神成长为意旨：幼儿园教育质
量提升机制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3 杨希
幼有所育：湖南省农村地区0-3岁

儿童的养育困境与保障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4 罗竞
精准扶贫视域下贫困农村幼儿园科
学区乡土资源开发研究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5 单丹
基于学习力提升的小学生倾听能力
培养研究

怀化市钟秀学
校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6 廖玉倩
基于云平台的小学教学资源库建设
与创新应用的实践研究

耒阳市港湘实
验学校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7 周伟华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中化学微课
程设计与应用

衡阳市耒阳市
第二中学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8 龙霞飞
基于“阅读·梦飞翔”项目实践的
湖南农村寄宿制学校阅读育人模式
构建研究

吉首市己略学
校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09 李献军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初中数学实验
教学研究

郴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JC011 丁香红
基于历史核心素养培育的科技史教
学研究

长沙市南雅中
学

青年专项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QDY001 陈威
中华孝文化融入高职语文教学的研
究与实践

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QDY002 张斯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校政治理
论课教科书的发展研究

张家界航空工
业职业技术学
院

青年专项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QJG001 刘青姗
中美比较视野下我国全日制教育硕
士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QJG002 胡冰松
社会认同视角下的高校网络群体性
事件教育引导研究

湖南省人民武
装学校

青年专项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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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QXL001 龙文慧
区域性中小学生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的方法探究

衡阳市石鼓区
建设新村小学

青年专项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QXX001 王海萍
“互联网+”环境下实践教学质量
全过程评价研究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QTW001 刘薇珊
核心素养视阈下学前教育专业舞蹈
课程改革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QTW002 易菲
工匠精神在高校设计专业中的传承
与创新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QTW003 刘刚
便携智能终端及APP对青少年体质

的影响及修复路径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QTW004 姜倩
高校动画专业教育中伦理观培养路
径研究

湘潭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QTW005 赵刚
“互联网+”背景下体育类APP对大
学生体育锻炼影响的研究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QCR001 荣媛
市州电大向开放大学转型升级中的
学生社团建设研究

岳阳广播电视
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QLL001 朱鲜峰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德育课程演变研
究

湖南师范大学 青年专项课题
教育基本理论
和教育史研究

XJK18QMZ001 姚文凭
文化自信视域下湘西南少数民族“
非遗”教育实践体系构建研究

邵阳学院 青年专项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CGD001 徐海滨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非法校园
贷现状与对策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2 彭丹
基于熵权和改进TOPSIS法的“智慧
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3 邓莉
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游戏
》课程的重构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4 胡蓉
医教协同理念下培养基层中医康复
人才的实践研究

湖南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5 刘颖新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SPOC课程设计
与实践——以《中药化学技术》
SPOC为例

湖南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6 胡明敏
中华传统“为学之道”融入高专英
语教学的研究

益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7 吴武英
湖湘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8 石兆
精准化人才培养视角下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09 吕凌云
基于顶岗实习的地方高师院校英语
专业师范生教育技能培养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0 唐红卫
数字化教学视阈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地方高师古代文学课程教学
的实践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1 向卓
新工科背景下独立学院计算机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2 谷今杰
提升高校青年教育核心素养的探索
与实践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3 黄欢 高校英语教师反思能力培养研究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4 彭慧
大数据时代高校慕课建设探索与实
践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5 王姣亮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学习的教
育模式研究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6 王静
大学生创业导向教育与本土梅山文
化的融合研究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7 周超英
学科核心素养导下卓越小学英语教
师培养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18 刘琤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贫困生精准化资
助体系构建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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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GD019 王珏
基于文化自信的高校英语教学与中
华传统文化融合策略研究

湖南工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0 龙迎伟
高校思政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建设
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1 张国华
地方高校数理专业“理工融合”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湖南工业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2 龙兰云
翻转课堂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湖南交通工程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3 汪辉
基于产学研官一体化视角的湖南地
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分
类评价研究

湖南交通工程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4 刘霞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
养研究

湖南警察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5 王超群
微时代面向网络舆论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6 王莺莺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与四六级考试相
关度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7 文月娥
晚清来华传教士傅兰雅教育思想及
其当代价值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8 邓小霞
基于PDCA循环理论的地方本科院校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与实践

湖南科技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29 李华
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
力建设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0 彭淼
基于园艺文化传播的大学生创业能
力培养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1 陈宏
基于协同理论的电子商务专业CDIO
模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2 陈艳蓉
需求导向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3 刘少华
新时代语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时效性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4 黄敏
媒介融合视域下大学英语听说教育
模式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5 伍铁斌
地方本科院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制
度探讨及策略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6 杨泽良
基于生产性实训项目的地方高校创
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7 吴婷
传统文化在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中的
创造性转化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8 朱玉梅
独立学院创业创新教育“五位一体
”协同机制实践研究

湖南商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39 雷吉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翻转
课堂教学与考核”的探究

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0 苏洁
创新创业教育与酒店管理专业教育
融合模式研究

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1 黄菌
《心临其境：黑色电影赏析》在线
开放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湖南师范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2 李剑波
大数据时代专业教育与“双创”教
育融合机制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3 唐永芳
湖湘文化视角下应用型本科学生工
匠精神培育研究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4 张钰莎
构建创新常态机制下民办高校工科
实践教学模式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5 刘金娥
应用高校思想政治课行动能力培养
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湖南应用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6 刘治国
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研究

湖南应用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第 15 页，共 27 页



课题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别 学科分类

XJK18CGD047 黄巧玲
中医药院校青年教师专业素养发展
策略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8 聂娅
数字化教学在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传
承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49 袁群
基于怀旧知识技能培训的跨文化老
年照护课程建设与实践的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
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0 何学红
就业结构性矛盾视域下湖南高校财
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怀化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1 丁跃斌
湘西地区旅游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吉首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2 牟佳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湘西地区
本科院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3 朱颖
大数据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智慧校园
建设与应用研究

吉首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4 陈文昭
“互联网+”背景下土木工程地质
探究式翻转课堂教学资源建设与应
用研究

南华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5 阳鹏飞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引领构建地方高
校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南华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6 谢云辉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湖南省高校
体育教学改革的研究

邵阳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7 赵莉
湖湘传统戏曲融入数字化钢琴音乐
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邵阳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8 郑爱民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育人视角

邵阳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59 邓华菲
基础医学核心课程教学与国家执业
医师资格分段考试的衔接研究

湘南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0 黄小益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大学物理教学模
式研究与实践

湘南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1 李鹏 雕塑隐性教育意义研究 湘南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2 刘永雄
综合性大学材料类本科生实验教学
体系改革探讨

湘潭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3 彭薇
思辩能力量具视域下文科类大学生
思辩能力培养研究

湘潭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4 严美红
移动阅读时代大学英语读写教学“
文学圈”模式研究

湘潭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5 吴振华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长沙理工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6 周绚菲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技能提升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7 魏云
艺术院校设计类软件课程中实践教
学微课资源的应用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8 杨红梅
基于语篇模式的英语《写作》课程
改革与地方高校学生外语综合应用
能力培养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69 喻秋兰 湖南民族音乐融入大学课程的研究 长沙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0 傅了艳
医学院校大学英语“三维一体”隐
性课程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长沙医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1 孙立敏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协
同机制研究

长沙医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2 唐燕妮
现代网络技术背景下医学物理学课
程考核评价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长沙医学院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3 陈彦颖
专业性与通识性融合的高等艺术教
育专业结构优化研究

中南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4 傅晓燕
泛在学习环境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影
响机制研究

中南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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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GD075 李晓敏
双创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经营类专
业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
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6 许安娇
基于设计人才素养提升的设计工作
坊教学改革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GD077 邹静蓉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土木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一般课题 高等教育研究

XJK18CZY001 王君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订单培养
现状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

保险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2 谢汀芬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金融类教学资源
库实效性研究

保险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3 潘丽华
核心素养背景下高职计算机专业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

郴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4 胡林
“湖南智造”背景下高职烟花爆竹
专业人才工匠精神培养研究

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5 陈金友
基于“工匠精神”的高职汽车类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6 黄泽群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探究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7 刘杰
基于能力递进的高职税收微课分层
设计与开发实践研究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8 王柯
基于职教集团的高职“543+N”产
教融合模式研究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09 徐运明
高职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专业（方
向）教学标准开发研究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0 李烜
卓越高职院校创客空间构建策略研
究与实践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1 王芳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知识元移动学
习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2 王君妆
基于“芙蓉工匠”的高职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3 丁姣
基于微信平台高职英语PRETCO-A移
动学习资源库的构建研究

湖南都市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4 王志凡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旅游类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高尔夫旅
游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5 刘磊
校企共建高职学院技术研发中心的
研究与实践

湖南高速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6 罗美莲
基于高职院校众创空间的大学生创
业实践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湖南高速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7 刘琛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生产性实
习实训基地建设创新与实践研究

湖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8 杨平
“互联网+”视角下高职学生实践
教育的路径创新研究

湖南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19 苏丹
高职办学特色融入校园公共艺术的
途径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0 王晋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运作参考模型研
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1 陈燕妮
湖南职业院校“芙蓉工匠”精神的
培育现状与路径探索——以非遗湘
绣人才培养为例

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2 胡赟
基于“SPOC+TBLT”的高职英语混
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3 鲁宁
湖湘“非遗”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
计类专业的“三级四进”模式研究

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4 陈希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艺术设
计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5 李涌涛
教育信息生态视角下高校公寓管理
模式创新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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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ZY026 宋建跃
高职定向培养直招士官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方法研究

湖南国防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7 廖红光
基于教育型企业认证的高职院校校
企合作模式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8 刘子璇
“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高职院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29 尹霞
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群”建设研究
——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例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0 刘媛
“隐形校园贷”环境下高职大学生
心理特点与对策研究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1 谢光园
高职院校技能竞赛与专业教学互动
的实证研究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2 黄颖
产教融合视域下技能大赛与高职教
学双向融通的教学模式研究

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3 彭广宇
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SPOC建设与
应用研究

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4 唐少俐
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
教学的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

湖南九嶷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5 蒋勇军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写生实践教
学研究

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6 尹姿云
高职院校“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
的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7 陈庚仁
新时代职业教育视域中高职体育课
程群的建构与实践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8 袁园
基于业财融合视角的高职会计类专
业财务会计课程情境教学改革研究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39 包学敏
全人教育视域下的高职英语教学创
新研究

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0 胡蓉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地西藏班英
语微课教学研究

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1 刘芹 高职院校美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2 周定武
基于移动VR技术的汽车维修类课程
教学资源建设研究与实践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3 苏秀芝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研究

湖南软件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4 宁艳梅
基于技能抽考构建高职订单班机电
一体化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

湖南三一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5 黄慧化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赛制优化
研究

湖南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6 葛玲瑞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养殖类专业
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7 徐一兰
高职院校种业人才“现代学徒制”
育人模式研究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8 赵琰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职业能力
的高职英语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49 廖有贵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石油炼制
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湖南石油化工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0 李文进
职业技能型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策略研究

湖南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1 王小玲
高职英语抛锚式智慧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湖南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2 曾婉茜
专业认同视角下高职院校贫困生职
业指导教育研究

湖南体育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3 傅贻忙
基于群落结构的高职学生“工匠精
神”培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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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ZY054 谢永超
参与主体异质性视域下的高职院校
课程诊断与改进研究——以《数字
电子技术》课程为例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5 邹烨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师生关
系“壁垒现象”的生成与对策研究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6 王璐
高职旅游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7 刘锦峰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跨境电商“网
店+创客”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外贸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8 杨楚欣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双创型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外贸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59 刘红庆
“互联网+”时代高职“五方协同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现代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0 李斌
基于MOOC的高职学生混合式学习评
价体系研究

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1 喻红艳
供给侧视角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2 丁贵娥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会计专业课程体
系创新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3 周权
新媒体时代湖南高职院校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4 罗毅华
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类高职院校人
才队伍培养路径研究

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5 张颖
基于微信平台的微课设计与应用研
究-----以《平面图像处理》课程
为例

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6 危英
泛在学习环境下高职会计专业网络
学习社群的构建与教学实践研究

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7 朱燕
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管
理研究

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8 李海红
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与《高等数学
》教学的有机融合研究

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69 王辉
文秘专业MOOC课程学习行为分析及
其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0 王霞
武陵山区高职西藏生畜牧兽医课程
体系改革与实践研究

湘西民族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1 熊智 湘西手工蜡染校本教材研发
湘西民族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2 刘屈钱
基于船舶专业群的技术技能积累与
社会服务能力研究

益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3 刘蓉
技能大赛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学生
职业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永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4 唐香红
地方性高职院校商务英语“双轨”
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永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5 陈路
“双一流”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教
师核心素养研究

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6 黎桑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高职英语
口语教学评价研究

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7 黎玄哲
适应地方产业发展的高职“小、快
、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8 魏红伟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软件技术
专业“双创”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
践

张家界航空工
业职业技术学
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79 黄頔
产教融合下基于模块化教学单元的
实习实训教学模式研究

长沙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0 朱雪松
基于市场需求的高职电气类专业课
程体系建设研究

长沙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1 何国清
新时代高职院校“概论”课“五位
一体”教学模式研究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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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ZY082 兰琳
教育信息化新常态下职业院校服务
类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模
式研究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3 蔡媛
基于“赛教融合”的高职英语职业
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4 卢晶
移动学习环境下的高职外语自主学
习型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5 张哲元 现代工坊学徒制研究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6 邹志超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背景下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模式研
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7 张昕辉
融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教学信息化改革研究

长沙南方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8 曾新洲
湖南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制优化研
究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89 宾映初 高等职业院校医学生发展标准研究
长沙卫生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0 李耀军
移动学习在高职助产专业实习教学
的应用研究

长沙卫生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1 陈涛 新时代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研究
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2 刘景华 农村中职生实用文体写作教学研究 安化职业中专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3 刘祖高
以文明风采竞赛为载体提升中职学
校德育实效性研究

常德市石门县
湘北职业中专
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4 王长洋
中职学校校本教材《外贸实用技能
》开发与应用研究

常德中山外语
职业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5 鲁柠
校企深度融合下高职导游专业课程
体系的构建

湖南劳动人事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6 刘雯婧
中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
元素的策略研究----基于自然拼读
法视角

湖南省江南工
业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7 张芳
基于TBL（Team-basedLearning）
学习理论的高职英语口语移动教学
方法研究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8 周湘杰
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及实践探索——以湖南省光伏扶贫
为例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099 李松林
基于名师工作室中职生作品与企业
产品融合实训教学研究

耒阳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0 黄昌祯
以幼儿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普惠性
幼儿园发展研究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1 李妲
湘西南地区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就
业提质研究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2 彭朝晖
悉尼协议范式下成果导向教育课程
本土化开发研究

潇湘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3 廖青莲
中职酒店服务技能竞赛模块的实践
研究

永兴县职业中
专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4 左美霞
基于OBE模式下的中职文化基础课
教学策略研究

株洲市工商职
业技术学校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5 龚锦燕
核心素养导向的中职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的实践研究

株洲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6 李崇鞅
高职通信类专业技术技能积累与社
会服务能力提升策略的研究

湖南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7 燕峰
“互联网+”背景下智能制造技术
专业群微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8 左石华
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市场营销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09 张雪昀
基于问题求解的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以《基础化学》课程为例

湖南食品药品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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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ZY110 贺东山
新时代城乡新增就业群体教育扶贫
与促进平等就业研究

中南大学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ZY111 文杰斌
基于校企双导师制的职业院校青年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湖南邮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

XJK18CJC001 罗武祥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学生实验
教学研究

安化县第二高
级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2 刘晓霞
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提升小学生人
文底蘊的实践研究

安化县梅城镇
完小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3 陈飚
国学经典融入农村初中语文教学的
策略研究

常德经开区石
门桥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4 李松平
基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中学地理课
程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常德市临澧县
第四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5 聂爱英 小学语文语用型作业设计研究
常德市桃源县
实验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6 姚红梅
数学绘本在小学低段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常德市武陵区
北正街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7 高丽鹏
小学古诗词教学中运用传统吟诵方
法的实践研究

常德市武陵区
东升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8 王春桥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小学校
本课程研究

常德市武陵区
芙蓉路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09 周君
小学数学教学中财商培养的实践研
究

常德市武陵区
育英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0 雷富光
基于人文底蕴素养的小学读写场建
设的研究

郴州市第22完
全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1 邓元田 小学乡土研学旅行的创新实践研究 郴州市三完小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2 黄泽清
基于核心素养发展的自然教育活动
研究

郴州市苏园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3 陈亮朝
新时代网络教育平台的交互性教学
研究

郴州市一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4 段素芬
大数据在高中理科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郴州市一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5 杨进结
农村高中在物理教具创新中提升学
生创造力的研究

城步第一民族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6 许琳 农村中学物理实验改进实践研究
慈利县第三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7 席丽萍
提升边远地区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
的研究

东安县明德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8 李良林
高中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与基础学科
教学的融合研究

洞口三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19 何利平
新时代县域小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
策略研究

桂阳县士杰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0 王勋业
中学校本教研文化的建构和价值研
究

衡东县欧阳遇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1 郭平贵
基于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精准教学
研究和实践

衡钢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2 刘庆
核心素养视阈下小学英语语用型课
程开发与应用研究

衡山县星源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3 刘敏
船山思想促进小学生品格发展的研
究与实践

衡阳市船山实
验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4 刘建国
基于农村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
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
究

衡阳市南岳区
金月中心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5 王岳
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与家庭亚健康
症状的相关研究

衡阳市蒸湘区
实验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6 詹晓玲 群文阅读下小学古诗改写实践研究
湖南大学子弟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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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JC027 张敏
STEM教育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融合
与创新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8 周益民
新时代高中生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研
究

汨罗市第一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29 肖荣
中学名师的专业特质和成长路径研
究

湖南师大二附
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0 姚向云
数学史微视频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
开发与应用研究

湖南师大附属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1 刘柱
英语简易音标对中小学生英语自主
阅读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

湖南师大附中
高新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2 贾蓉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幼儿园户外区域
活动环境创设研究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3 王文艳 “财商”文化进校园的实践与研究
怀化市河西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4 赵军
小学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落实策略
研究

怀化市会同县
教研室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5 唐美蓉
指向学习力提升的小学新生语文学
习启蒙研究

怀化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6 廖小艳
小学校园“礼”文化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研究

怀化市铁路一
小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7 张丹
正向行为支持计划干预智障学生课
堂问题行为的个案研究

怀化市芷江县
特殊教育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8 陈跃文
基于小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下的阅读
文化建设研究

耒阳师范附属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39 许耒建
农村民办小学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及
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以小
学语文、数学为例

耒阳市港湘实
验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0 王志平
以卡通人物正能量提升初中生英语
核心素养的策略研究

冷水江市第七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1 王灯光
初中数学教材例题习题“二次开发
”的策略研究（以湘教版为例）

临湘市第四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2 欧阳晓明
“大课堂”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隆回教育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3 肖婷婷 汉字教学中文化渗透的策略研究
娄底市第六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4 周红亮
小学语文融“写”于“读”策略研
究

娄底五小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5 康海燕
小学高端“1+X”群文阅读教学的
实践与研究

娄星区吉星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6 胡俊蓉
中华传统文化渗透于小学教育的实
证研究

南县南洲镇德
昌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7 何进
基于提升学生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
时政资源在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研究

平江县第二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8 陈林
平江传统艺术融入高中美术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平江县第一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49 郭红宇
小学生经典共读促进自我管理的实
践研究

韶山市镇泰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0 彭晓萍 中学地理课堂对话教学实践研究 邵东县教科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1 赵健军 课堂教学管理策略研究
邵阳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2 段雯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深化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邵阳双清东塔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3 李美华
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写字“情思课
堂”教学实践研究

邵阳县教研室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4 伍忠兵
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小学课堂
教学研究

邵阳市资江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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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JC055 阳学录
新时期农村小学生心理问题调查与
对策研究

双峰县三塘镇
大三片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6 李逢春
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与与精准施策
研究——以双峰城区为例

双峰县永丰镇
中心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7 朱小赶
中小学课堂动态生成性教学实践研
究

武冈一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8 周文洪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传统文化经典
有效研读的策略探究

湘钢一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59 李华丽
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英语学科学生
思维品质的培养研究

湘潭市和平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0 李凡春
智慧校园背景下提升课堂教学有效
性的策略研究

湘西州保靖县
复兴九年一贯
制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1 吴炳辉
国学经典融入学科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湘西州凤凰县
沱江镇文昌阁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2 黄小春
小学古诗词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的
策略研究

湘西州吉首市
第五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3 李卫群
湘西地区听障儿童阅读习惯养成研
究

湘西州民族特
殊教育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4 李永成 小学安全教育有效途径研究
湘西州永顺县
灵溪镇第二完
全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5 张林芳
湘西民族地区小学微课资源建设研
究

湘西自治州泸
溪县白沙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6 张茜
湘西本土文化资源在幼儿园教育活
动中的运用研究

湘西自治州幼
儿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7 邹跃辉
“英语课堂日记”对促进课堂复习
和心理健康的研究

新化县教科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8 肖绍良 体育杠杆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新化县维山乡
中心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69 许斌
乡土资源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
的应用研究

新宁高桥镇中
心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0 邓忭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
融合的策略研究

益阳市第一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1 孟琳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研究

益阳市南县实
验学校教育集
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2 吕玲
开展课余活动助力解决小学生“三
点半”问题的实践研究

益阳市三里桥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3 李朝华
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微课资源建设
适度有效教与学的应用研究

永州市第四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4 陈文华
欠发达地区民办学校名师培育途径
与策略研究

永州市华阳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5 黄军民
智慧校园背景下提升小学阶段留守
儿童健康生活素养的实践研究

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6 蒋育林
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背景下小学生
综合音乐素养的养成研究

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7 吴春来
基于“五多课堂”导向的乡村学校
课堂改革研究

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8 杨振华
欠发达地区小学高年级语文探索性
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

永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79 周慧芳
基于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个案
研究

永州市零陵区
徐家井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0 夏武生
运用新媒体培养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的策略研究

沅江市第一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1 高世华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体
验式作文教学研究

岳阳市第十五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2 陈列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语文深度
学习研究

岳阳市第一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第 23 页，共 27 页



课题编号 主持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别 学科分类

XJK18CJC083 余细兰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成长课堂实践
研究

岳阳市岳阳楼
区朝阳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4 邱士庆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高中物理质凝能
力培养的研究

张家界市第一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5 杨建军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高中数学教师专
业成长探索

张家界市第一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6 卢国平
《论语》对培养小学生“三品”的
内容及实施策略研究

张家界市澧滨
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7 李新凡
依托科普教育基地培养中学生地理
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张家界市民族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8 姚金秀
良好习惯的养成对提升中学生核心
素养的作用

张家界市民族
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89 袁新梅
湖南0-3岁早期教育机构规范管理
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附属第一幼儿
园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0 陈智贤
《小学创客教育课程理念与框架研
究》

长沙市芙蓉区
育英西垅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1 袁苍松 学校美育区域推进与过程监测研究
长沙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2 王云霞 小学读书会建设案例研究
长沙市实验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3 胡海州
物理课堂师生交互方式与学教效果
的研究

长沙市望城区
长郡月亮岛学
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4 杨名瑛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校园活动课程开
发与实践研究

长沙市雅礼实
验中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5 李超贵 中学数学文化微课设计与应用研究
长沙市雨花区
教科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6 李肖蕾 小学英语教育戏剧范式实践研究
长沙市岳麓博
才小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7 罗艳林
“文武兼修”培养儒雅小学生的实
践研究

长沙县泉星小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8 杨叶丛
新时代小学集团化办学机制实践研
究

株洲市荷塘小
学教育集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099 余民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道德与法治区
域性学科建设实践研究

株洲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0 罗赛花
基于主题词块思维训练的高中生英
语读写能力培养研究

株洲市九方中
学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1 陈辉艳 小学生学科关键能力的行动研究
株洲市芦淞区
立人学校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2 宋鸥
基于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学生成长
机制的实践研究

株洲县教育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3 罗国军
农村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衔接研
究

株洲县教育局
教研室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4 陶新华
县域内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及
其运行机制研究

资兴市青少年
校外活动中心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5 刘喜斌 中学生科学课程学业成败归因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6 卢晓红
“国考”背景下中小学非师范教师
专业化培养新探索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7 王岳斌
中小学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理工学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8 田蔚
图画书在留守幼儿亲情教育中的应
用研究

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JC109 徐满霞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开放式课堂重
组研究

岳阳市君山区
教育局教科所

一般课题 基础教育研究

XJK18CDY001 杨广
湖南中小学“互联网+校园法治文
化建设”实践与研究

湖南教育音像
电子出版社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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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DY002 程伟超
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的引领研究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3 陈诗师
“微媒体”时代立德树人实现路径
创新研究

湖南现代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4 周燕
小学开展传统礼仪文化教育的实践
与研究

怀化市钟秀学
校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5 田光辉
民族学校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的研究

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附属小学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6 吴丽
学习需求视角下大学生礼仪修养提
升的实证研究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7 周宝玉
城市化进程中培养小学生“富而思
进”精神的实践探究

湘潭经开区九
华杉山学校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8 肖静 家长非暴力沟通素养提升的研究
湘潭市雨湖区
曙光学校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09 王新湘
以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的实证研究

湘潭市育才学
校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0 许令
儒家生命观视域下的护理专业学生
人文关怀教育研究

湘潭医卫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1 邓春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阳光
社团活动的实践研究

永州市冷水滩
区舜德小学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2 李颖
文化自信视野下湖南高职女生价值
观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3 冯海
多元文化背景下在学生道德判断能
力培育研究

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4 王召雄
创新家校联动方式优化育人环境的
实践研究

郴州市五中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5 阮东彪
“互联网+”条件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高校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6 董晔卉
“立德树人”视阈下湖南民办高校
精准资助的制度育人研究

湖南交通工程
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7 谭小琴
基于泛娱乐化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网
络生活“理趣”培养研究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DY018 余志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湖南商学院 一般课题 德育研究

XJK18CJG001 谭雅颖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法律制度构
建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2 雷芳 民办培训教育规范管理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3 孙玉玲
学生意外事故网络群体传播与舆情
应对研究

湖南大学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4 伍小乐
基于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湖南贫困地
区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湖南工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5 吴岚
网络时代教育舆情的形成机制与监
控体系研究

湖南警察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6 刘莉娜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湖南涉外经济
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7 刘智勇
“互联网+”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教
育扶贫协同机制创新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8 杨海平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高校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湖南医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09 陈鸣
湖南省教育减贫的效应评估与作用
机制研究

南华大学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JG010 许海军
以区域评价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研究

汨罗市教育体
育局

一般课题
教育经济与教
育管理研究

XJK18CXL001 肖群
农村初中学生叛逆行为的应对策略
研究

怀化市洪江实
验中学

一般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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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XL002 石琳
在班级管理中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的创新研究

怀化市会同县
一完小

一般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CXL003 向洁
农村高峰九年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

湘西州古丈县
高峰镇九年制
学校

一般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CXL004 雷庆建
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实践研究

永州市第四中
学

一般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CXL005 吕沁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五年制高职生自
信心现状及其干预研究

张家界航空工
业职业技术学
院

一般课题 教育心理研究

XJK18CXX001 涂义安
“互联网+”智慧教育背景下“翻
转课堂”教学研究

常德市石门县
第四中学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2 陈刚
高粘度、超融合、轻便型智能校园
建设模式探讨

常德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3 唐婧
运用网络提升高职院校人文素养的
路径研究

常德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4 王晶
湖南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评价研究

郴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5 彭勇
大数据时代下智慧课堂学生个性化
学习研究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6 眭婧敏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教学实践研究
湖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7 李军辉
农村小学“翻转课堂”教学实施研
究

华容县实验小
学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8 严思静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护生在线学习效
果评价研究

湘潭医卫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09 罗志娟
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学生信息素养
培育研究与实践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0 罗永 大数据分析：大学MOOC应用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1 康迎曦
基于MOOCs大数据的学习分析与干
预策略的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2 刘小娟
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化工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工程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3 陈纪铭
面向新工科的软件工程专业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湖南工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4 鄢喜爱
云计算环境下高校教学资源智能管
理策略研究

湖南警察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XX015 陈敏
一种新的兴趣驱动的沉浸式网络教
学模式及评价机制研究

湖南信息学院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

XJK18CTW001 陈淑君
城郊结合部小学校园足球课程体系
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衡阳市石鼓区
黄沙湾街道中
心学校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2 谷茂恒 新时代高校体育文化使命研究
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3 胡榕
文化自信视野下高职院校学生审美
素养的培养与提升研究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4 刘少华
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意外事故的善
后处理与舆情对策研究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5 陈健
CBE理论视域下高职大学体育教学
创新策略研究

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6 龚洁薇
“立德树人”视域下湖南艺术类大
学生体育素养培养研究

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7 万玲
新时代湖湘文化传承在音乐理论教
学中的研究

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8 杨海波
会同山歌融入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践
研究

怀化市会同县
三中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09 吴丹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在师范学校音乐
教育中的应用教育

怀化市芷江民
族师范学校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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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18CTW010 李瑶钿
立德树人维度下高职公共艺术教育
的路径创新与策略研究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1 刘金鹏
新时代湖南省示范性高中校园体育
文化建设与创新研究

长沙市长郡中
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2 田祖国 校园足球教学训练与竞赛体系研究 湖南大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3 吴江萍
乡村学校体育与周边社区健康融合
发展研究

湖南大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4 单舜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我国青少
年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5 李科燕
“职业体验式项目化教学”在摄影
教学模式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6 唐芳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视域下我国高校
声乐教育模式转变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7 于肖飞
工匠精神在现代商科高校创客中心
人才培养的融入传承研究

湖南商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8 李霞
民间舞蹈文化的流变对民间舞教学
的影响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19 刘承军
湖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研究

湖南文理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0 王子侠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体育健康需求
课程改革研究

湖南应用技术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1 王磊磊
大学体育课程俱乐部制教学改革实
践研究

怀化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2 向颖晰
以双创为导向推进地方高校设计专
业基础课程开放式教学改革研究

怀化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3 田浩人
基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湖南高校
复合型音乐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4 徐慧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核心素养培养与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5 朱诗源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媒体专业
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6 林逸心
中英高校陶艺教学创新思维培养对
比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TW027 刘妙芝
高校师范类舞蹈教学中SPOC的设计
与应用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一般课题
体育卫生艺术
教育研究

XJK18CCR001 朱一鑫
新时期初中非专业历史教师专业素
养培养途径的实践研究

郴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CCR002 高宛玉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教育治
理体系研究

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湖南网
络工程职业学

一般课题 成人教育研究

XJK18CFZ001 彭玮婧
坚守与变革：新时代省域高等教育
治理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般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CFZ002 赵晓玲
自然拼读法在初中英语词汇教学中
的运用研究

湘潭市第二中
学

一般课题
教育发展战略

研究

XJK18CMZ001 田鹏
土家族地区农村学校乡土教育资源
开发与应用研究

湘西州龙山县
石牌镇初级中
学

一般课题 民族教育研究

XJK18CGF001 申玉波
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训规律与方法
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国防军事教育

XJK18CGF002 朱桂菊
基于行动学习的军校学员领导力开
发模式与应用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一般课题 国防军事教育

XJK18CBJ001 蔡利妮
日本工匠精神对地方高校应型人才
培养的借鉴研究

湖南城市学院 一般课题
比较教育与教
育合作交流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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