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高职研〔2018〕19 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培育课题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

分支机构，始终坚持“以研究为主线”的工作要求，我会于2018年5

月启动了2018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经会员单位推荐、网络评审、专家

会议评审，最终推荐72项课题为培育项目。培育项目应在收到通知后

先行开展项目研究，按照研究计划实施，并于2019年6月20日前提交

研究进展报告，通过专家审核后予以课题立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2018 年培育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1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专业高水平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赵立冬

2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艾丽容

3 高等职业院校师资技术技能积累与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研究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鲍俊瑶

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与探索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曾建平

5 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南通理工学院 程林

6 基于 SPOC 翻转课堂模式的微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程琳琳

7 基于海南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高职移动通信技术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有效推进机制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邓惠丹

8 高等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与实践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丁学所

9 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课堂教学行为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杜宇

10 基于 STEAM 理论的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凤梅

11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模式研究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郭万春

12 基于校政合作的高职民族订单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韩红亮

13 习近平文化育人思想在高职学生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呼小洲

14 新时代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胡明辉

15 高职英语多模态信息化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胡莹

16 广西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涯适应力培养路径研究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黄小钊



17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黄义仿

18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研究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江衍煊

19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晋秀波

20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孔月红

21 基于移动互联网 App 顶岗实习管理探索与实践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李季

22 基于云平台的市场营销专业“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阳

23 优秀传统文化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策略研究 威海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梁翠丽

24 高职院校多元化考试评价系统研究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林民山

25 新疆机电类专业顶岗实习改革的探索实践研究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刘会景

26 扎根理论视野下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典型案例研究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任熊

27 新时期高职院校专业实践课中的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善堂

28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研究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霞

29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双元融合、四业俱进”教学模式构建与研究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衍芬

30 基于 SHARE 理念的护理关怀照护 e化教学研究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骆俊宏

31 高职汽车专业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与实践——以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麻海东

32 高职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聂立武

33 新时代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钱晓忠

34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顶岗实习标准研究与实践 天津职业大学 裘颖

35 职业精神融入高职装备制造技能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申晓龙

36 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学诊断与改进研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石玉芬



37 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实一体化教学研究—以《安防系统智能运维》课程为例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苏志贤

38 高职院校技能竞赛推动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覃健

39 基于教育信息化的高职数学有效教学模式研究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唐士娟

40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江苏农牧职业技术学院 唐现文

41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养禽课程企业生产实际教学案例库建设探索与研究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洪芳

42 提升高职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实践与研究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王磊

43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实践：以景观灯控制系统设计项目为例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王萍

44 高职院校留学生教育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探析——以义乌为例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赛君

45 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与优质校建设研究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成

46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王艳萍

47 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分段培养与有效衔接的研究与实践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王涌泉

48 新兴信息技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影响研究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义

49 高职院校商科类专业定岗实习标准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魏文娟

50 高职网页设计在线开放课程与新形态教材融合的建设与应用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吴菁

51 高职食品药品类专业学生职业精神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研究与实践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吴威

52 基于安徽省力学大赛的力学课程教学改革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夏璐

53 计算机网络专业“实境耦合、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办学模式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肖力

54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精品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辛宪章

55 无线智能终端信息化对高等职业实习就业管理的研究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徐颢溪

56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协同研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华



57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思政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构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柳

58 “互联网+”时代下高职空中乘务专业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践研究

——以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叶赪

59 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叶崇凉

60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叶晓青

61 媒介素养视域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殷好好

62 新时期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策略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应莉

63 基于设计思维的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晨

64 中国制造 2025 时代高职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研究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静容

65 高等职业教育土木建筑类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研究 天津职业大学 张俊玲

66 高水平工程造价专业办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磊

67 高职铁道工程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研究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团结

68 学习行为分析在高职在线开放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园

69 新疆高职院校 MHK 写作课程“分组合作”教学实践研究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张云生

70 新时代红色文化思想与当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赵辉

71 浙江省建筑类高等职业教育对建筑业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统计研究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赵秀永

72 基于 CBI 教学模式的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研究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周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