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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 2020A0017 基于“四链”对接的中国高铁职业图谱研究与应用 华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 2020B0026 基于“三教”改革的高职扩招人员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孙宗丹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2020A0142 新时代职业教育“五重螺旋 五维一体”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李刚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 2020A0087 百万高职扩招背景下培育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实践研究 迟遇 辽宁职业学院 

5 2020A0153 边疆红色基因融合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研究 
哈克木· 

阿里甫汗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6 2020B0006 机电专业中职、高职、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衔接研究 宋嘎 山东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7 2020A0056 中职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研究  高翼飞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8 2020B0150 类型教育定位下职业教育一体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刘任熊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9 2020B0164 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研究 路亚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10 2020A0104 以“信息化、智能化”引领专业群建设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 李秋斌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11 2020B0311 智慧建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张蓓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 2020B0241 新时代背景下职教高考制度改革探索与研究 刘召鑫 临沂电力学校 

13 2020B0462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生就业焦虑调适对策研究 熊伟娥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4 2020B0438 乡村振兴视角下“十四五”职业教育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研究 封权初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5 2020B0280 教育 AI在高职院校应用的现状及策略研究 潘冬敏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16 2020B0524 疫情防控常态形式下的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蒋师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7 2020B0231 基于学分银行的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习成果互换机制研究 朱朝霞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18 2020B0590 职业教育专业认证与持续改善机制研究 成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9 2020B0625 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社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关淑君 齐齐哈尔市卫生学校 

20 2020B0660 英、澳、印职业资格框架的比较和借鉴研究 梅文馨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21 2020B0689 高职院校实施 1+X 证书制度的若干管理问题研究 汪治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22 2020B0831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特色产教融合构建路径研究 雷艳佳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23 2020B0834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徐作华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4 2020B0885 基于职业技能鉴定的技术技能人才继续教育模式研究 潘远安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25 2020B0964 职业院校实训基地信息化建设与标准研究 刘洋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26 2020B1027 新时代县域职业教育支撑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机制研究 房风文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

所 

27 2020B1035 国家资历框架下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与本土实践 周明坤 国家开放大学 

28 2020B1036 中职学校党建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践研究 程彬 北京市商业学校 

29 2020C0047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晓娜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0 2020C0327 
基于创新素质导向和大数据驱动的高职节能类专业群智慧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 
王逸飞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31 2020C0039 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策略研究 林艺蕾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32 2020C0093 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机理与逻辑研究 陈友伟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33 2020C0105 基于 1+X 证书制度“产证教”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哈娜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34 2020C0279 面向新时代的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模式与课程体系研究 杨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 

35 2020C0342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职院校学生心理韧性提升研究 范可心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6 2020C0299 建筑装饰专业“三教”改革推进策略研究 伍忠庆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7 2020C0300 基于“互联网+”的农林类专业课教材开发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丁美丽 潍坊职业学院 

38 2020C0350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教师职业能力提升途径的研究 王玲玲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39 2020B1063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环保行业高职院校女性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 丁杰伟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0 2020B1090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建构与测评研究 罗清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1 2020B1117 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建设 徐静茹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42 2020B1186 产教融合型企业生态体培育及实现路径研究 温金祥 烟台职业学院 

43 2020C0445 运用支持性心理疗法提升学生就业信心与能力的研究 遇准 长春中医药大学 

44 2020C0532 基于 SPOC 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刘艳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5 2020C0571  基于产教融合的职业院校一体化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侯岷炎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46 2020B1156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教学有效性及优化策略研究 宗永刚 滨州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47 2020C0455 全面脱贫背景下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车间“农民工”可持续就业研究 王满满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8 2020C0624 
职教改革背景下高职“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

研究 
陈玉欢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9 2020A004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李玉静 吉林工程师范学院 

50 2020A0123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教育服务黑龙江省工业强省战略能力提升研究 王宝刚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51 2020B0131 对于中职学校支撑外卖“骑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调查研究 石淼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52 2020A0005 基于 CDIO 的高职“AI+双创”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刘艳飞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53 2020A0043 高技能人才供给与区域经济转型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山少男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54 2020A0057 “智能制造”背景下现代职教分段培养体系的构建研究-以江苏为例 施文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55 2020A0078 2025 中国制造技能人才需求后续研究 罗丹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6 2020A0082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职教育“校企行协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朱佳萍 国家开放大学 

57 2020A0132 疫情与“移情”：伟大抗疫实践多维融入职业院校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王一如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58 2020A0183 
智能制造技术岗位人才培养职业能力标准 

研制的研究与实践 
胡应坤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9 2020A0192 产教融合背景下工业互联网特色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艾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60 2020B0151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药学与药品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杨元娟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1 2020A0002 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肖文平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62 2020A0035 大数据时代下五年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精准供给机制研究 周璞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63 2020A0150 
新疆现代职业教育对南疆四地州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及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成效分析 
黄峻岗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64 2020A0168 中国特色智能“教学工场”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韩东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65 2020B0046 基于浙江经验的高职体育课程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 王钟云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66 2020B021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辽宁省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贾德民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7 2020A0064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机制研究 苗春 
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68 2020B0036 “内循环”战略背景下制造产业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研究 张豪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69 2020A0007 面向新时代的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曹向东 
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

进会 

70 2020A0083 职业教育、比较优势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王佳 国家开放大学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71 2020A0117 工业互联网技术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究 邹少琴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72 2020A0180 高职院校推进“冰雪进校园”路径研究 刘佑民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73 2020A0093 中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服务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张昕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74 2020A0105 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耦合机理与政策驱动 杨岭 集美大学 

75 2020A0167 
全面小康之后职业院校聋生职业规划与就业能力培养三教改革研究与

实践 
邱淑女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76 2020A0013 
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教学体系的多

维构建与实践 
翟建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77 2020B0184 类型教育视野下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高明 辽宁大学 

78 2020A0024 
高质量职业教育助推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以辽源市

为例  
元永国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79 2020A0097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董文庆 大连电子学校 

80 2020A0116 绿色发展视域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研究 郑芳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1 2020B0038 海南高职院校科研能力评价研究 刘夏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82 2020B0118 辽宁省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平台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张荣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83 2020B0194 互联网+背景下 VR技术与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深度融合的应用研究 聂永涛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84 2020A0050 中职学校礼仪教学融入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 张世婧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85 2020B0055 基于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建设的中职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贾晓东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86 2020B0067 “双高”背景下城轨机电技术专业群建设对策研究 陈宏涛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87 2020B0160 
1+X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课证融合”的

研究 
谭庆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88 2020A0030 在传承创新优秀地域传统文化中坚定职业教育文化自信 孙华明 
威海市文登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89 2020B0009 专业群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与推广应用 徐瑞霞 山东职业学院 

90 2020B0162 “1+X”证书制度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危光辉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91 2020B0007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课程教学形态重构研究  高帅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92 2020B0308 中国特色“双元制”模式建设实践研究 韩学博 潍坊职业学院 

93 2020B030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融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毛小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94 2020B0516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职业教育使命研究 屈璐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95 2020B0277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内涵提升路径研究 汤日红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96 2020B0295 
基于移动端高职实践性教学在线资源建设及新冠疫情后常态化应用研

究 
陈咏梅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97 2020B0451 1+X 证书制度背景下政校企共建专业路径研究 周湘杰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98 2020B0456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转型改革发展研究 杨志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9 2020B0497 新工匠精神融入职业教育的路径研究 熊保玉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0 2020B0492 高职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瞿莉莉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01 2020B0328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贲艳波 淄博职业学院 

102 2020B0330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 姚永泳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03 2020B0469 基于特色专业群建设的知识跨界融合能力培养机制研究 肖泽忱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104 2020B0614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同向同行模式构建     王虹 牡丹江大学 

105 2020B0331 高职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现状及其机制构建研究 谢西金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106 2020B0511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临终关怀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陈杰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7 2020B0529 基于系统理论视域下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机理与逻辑研究 田启利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108 2020B0561 基于现代学徒制高职院校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陈妍妍 天津市职业大学 

109 2020B0571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姚平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110 2020B0592 “1+X”证书制度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书证融通模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朱逢念 武汉工商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11 2020B0326 境内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比较研究—以建筑类专业为例 王美艳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12 2020B0347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丁永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3 2020B0553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探索 李云梅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14 2020B0344 高职与本科 3+2 衔接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李思阳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115 2020B0489 职业院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米志强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116 2020B0551 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中、专、本衔接研究 王静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117 2020B0314 1+X 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院校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施 王艳芳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18 2020B0550 职业教育中高本课程衔接体系应然与实然研究 王春絮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19 2020B0321 教育信息化 2.0 视域下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郭芹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120 2020B0411 中国特色“双元制”在农村电商扶贫工作中的实践研究 张家靖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21 2020B0631 1+X 证书制度下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创新实施的研究与探索 张松 哈尔滨市商业学校 

122 2020B0646 县域职业教育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崔玉芝 肇州县农业技术高级中学 

123 2020B0659 上海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健康意识的测量与分析 叶萌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124 2020B0662 高等职业院校“德智体美劳创”学分银行的构建与研究 曹青霖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25 2020B0669 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文化品牌建设和实践的研究 唐纪瑛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126 2020B0670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轨道交通国际化职业教育培训改革与发展研究 黄锋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27 2020B0680 
基于专业教学标准的能力本位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编制辅助系统

开发的应用研究 
姜涛 

领航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128 2020B0688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课程改革实践研究 刘向红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129 2020B0697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路径研究 杨婕 沈阳师范大学 

130 2020B0753 OBE-CDIO 理念下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研究 贾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131 2020B0764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转型改革发展研究 刘连福 大连海洋大学 

132 2020B0791 基于终身学习视角下职校学生技能培训的实践研究 王中男 大连市经济贸易学校 

133 2020B0802 基于新疆产业需求的高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陈文涛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34 2020B0817 互联网+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建设和使用研究 田野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35 2020B0824 高职“双高”人才培养视域下思政个性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赵辉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36 2020B0852 校企共建“企业学校”的中职职业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彭敏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137 2020B0858 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付国华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大学 

138 2020B0869 高职院校就业指导课程“以赛促学”教学改革试验研究 张启美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39 2020B0879 双创背景下职业教育结构调整及内涵提升优质教学资源整合路径研究 张如画 长春大学 

140 2020B0888 实训基地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与建设研究 高玉双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141 2020B0901 新时代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产教融合机制研究 曹炳志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42 2020B0919 校内学徒制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朱楠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43 2020B0923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研究 邹红亮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4 2020B0925 1+X 职业技能证书制度与高职软件技术专业新职业教育研究 罗大伟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5 2020B0950 县域职业教育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房亚杰 舒兰市职业高级中学 

146 2020B0970 新疆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刘红艳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147 2020B0990 企办高职院校装备制造类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秦云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48 2020B1012 高职生源多样化背景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王松柏 黎明职业大学 

149 2020B1025 高职院校众创空间生态系统构建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林剑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150 2020B1026 高职院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五化”评价机制研究与实践 杨益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51 2020B1030 学分银行在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应用研究 高洁 国家开放大学 

152 2020B1043 粤港澳大湾区基于“四轮驱动”的文化创意“双精准”专业建设研究 毛玉荣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153 2020C0005 职业使命感驱动下的高职教师工作投入研究 陈植乔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54 2020C0030 后疫情时代优化培养卫生职业院校学生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王云峰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55 2020C0132 基于 6S高效学习策略理论培养高职学生学习能力研究 杨雨溪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56 2020C0149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体系构建及提升

策略研究  
王瑶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157 2020C0173 疫情背景下高职院校“任务型”云课堂的教学改革试验研究 茹秋瑾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58 2020C0233 “融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李宏新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59 2020C0305 高职院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研究 迟尧林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60 2020C0007 中职学校课堂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实践研究 姜晓敏 上海市贸易学校 

161 2020C0272 职业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与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方  麟 北京教育学院 

162 2020C0324 大湾区背景下基于语言能力经济回报率的行业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高俊霞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163 2020C0207 高职高专院校幼师生声乐教学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杨柳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64 2020C0004 核心素养目标下中职学生学习力课程化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沈凌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165 2020C0177 后疫情时代远程学习者孤独、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对学习绩效的影响 吴静 国家开放大学 

166 2020C0014 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三教”改革推进策略与实践研究 陈宏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67 2020C0027 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研究 张耀民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168 2020C0286 
湖南高职院校教师技术服务中小科技企业的支持政策研究-以长株潭地

区为例 
魏正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69 2020C0308 
基于软件信息通信产业发展需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建设研究与

实践—以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为例 
陈克坦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170 2020C0224 产教融合理念下中职汽修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张洪蕾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171 2020C0081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院校课程实施模式研究 梁丹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172 2020C0148 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冯朝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173 2020C0166 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支持政策研究 李辉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74 2020C0201 
“互网联网+”背景下基于智慧供应链的新零售物流专业群建设机制研

究 
施 雯 黑龙江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75 2020C0250 药物制剂技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马婧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176 2020C0321 “双高建设”视阈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 李永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77 2020C0338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研究 王言超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178 2020C0179 在职成人教育集中实践环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朱瑾 国家开放大学 

179 2020C0096 我国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研究 高军 沈阳师范大学 

180 2020C0117 新课改下中职语文与烹饪专业跨学科教学整合的实践研究 邱卫 
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 

181 2020C0323 
基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广东省高职学生学习能力评价模型建立与实证

研究 
陈敏娜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182 2020C0369 “1+X”证书制度背景下“三教”改革创新路径研究 蔡霞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83 2020B1065 职业院校化学实验室废液回收与处理的研究与实践 曹静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184 2020C0460 新时代增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研究 王丹丹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185 2020C0487 中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现状及策略研究 刘心灵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86 2020C0523 OMO 教学模式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王雪蓉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87 2020C0633 
职业院校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集群动态耦合匹配的内在机理及治理路径

研究 
王亚南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88 2020B1057 新时代养老服务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徐红 滨州职业学院 

189 2020B1143 快递“骑手”终身学习的教育支撑体系研究 姬中英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190 2020C0525 高职扩招背景下弹性学制人才培养的精准教学模式研究 汪婵婵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91 2020C0537 基于产教对接的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组群机理与逻辑研究 张艳华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192 2020D001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创新与实践研究 伍俊晖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3 2020B1121 “十四五”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产教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陈晓明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194 2020B1141 “新基建”视角下高职院校信息通信技术公共基础课程建设与研究 刘继清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195 2020D0003 “鲁班工坊”背景下中医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王德银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6 2020D0024 
“一带一路”和部省共建“职教高地”背景下山东省航海类职业教育国

际化办学研究 
褚云峰 滨州职业学院 

197 2020B1070 1+X 证书制度下中职学校培养新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研究 刘建 大连电子学校 

198 2020B1190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高职新工科教材建设创新实践 段威 烟台市职业教育研究室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99 2020C0431 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能力现状分析及培养对策 孙美玲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200 2020C0502 高职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力管理研究 周权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201 2020C0529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的角色认知及养成研究  席瑶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202 2020C0603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三教”推进策略研究 周虹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3 2020C0641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研究   丁凤娟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204 2020B111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教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探析 王槊 上海港湾学校 

205 2020B1139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研究 李小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6 2020C0418 中等职业教育中学生法治精神培育研究 鄢旭 吉林省永吉县教育局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207 2020C0419 基于数据分析的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质量和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崔薛腾 长春大学 

208 2020B1173 高职扩招多生源背景下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应用 王贵玲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209 2020C0478 “双师”视角下高职院校护专业教师临床实践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黄薇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210 2020C0616 “三创”教育视域下高职院校“三教”改革路径探析 王顺波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211 2020C0586 智能技术在高职院校“三教”改革中的策略研究 吴新华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12 2020B0860 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研究 张明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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