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推荐评审公示

普通课题

名次 申报人 部门 课题名称

1 方健 电气工程学院 吉林省首批示范现代机器人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2 荣宝军 机械工程学院
以工程认证助推国一流专业建设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与

实践—以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

3 李艳秋 应用理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数学课程体系构建

研究

4 邹克瑾 服装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研究

5 李丽 体育教研部 新时代地方高校体育课程“不断线”设置研究

6 曹柏营 食品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食品类职教师资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7 孙蒙
高等教育

研究所
应用型高校化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8 张跃 服装工程学院 应用型高校服装专业“三双”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9 吴秀华 食品工程学院
职业师范认证视域下食品工程类专业“双师型”中职教师

培养体系的构建研究

10 吕行
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中心
OBE 理念下应用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

11 武光华 汽车工程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12 刘晓敏 学工部 校园文化视域下的高校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路径研究

13 万立勇 教务处 基于线上与线下教学的高校管理数据体系构建与运行研究

14 王大华 计划财务处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吉林省职业院校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指标

体系构建

15 戴竹君 传媒学院
新文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16 王克娜 艺术学院 基于 OBE 理念的动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17 潘景芝 工商管理学院
智慧旅游新业态下应用型高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研究

18 袁峰 经济贸易学院
新文科视域下应用型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提升

路径研究

19 刘欢 食品工程学院 基于核心素养的职师院校食品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研究



20 王海波 艺术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应用型本科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路径研究

21 崔莹 工商管理学院
价值主体论下旅游管理职业师范生“德能”融合培育场域

构建研究

22 朱莉萨 应用理学院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研究

23 王晓娥 食品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师范认证背景下“双师型”师范生培养路径研究

——以生物工程专业为例

24 孙虹飞 工商管理学院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旅游管理师范生核心素养多元融合

培育路径研究

25 王月 工商管理学院
“新基建”环境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智慧课堂的教学

设计与应用研究

26 杨明秋 图书馆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策略研究

27 孙超 教务处 本科高校毕业设计（论文）网络管理系统研究与实践

28 何林 外语学院 面向目标达成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29 孙嘉伟 艺术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美育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30 孟庆龙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化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旅游专业 PAE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31 李晓红 食品工程学院 思政教育融入食品工艺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32 张莉 食品工程学院 《有机化学》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

33 宋琼 食品工程学院
基于 OBE 理念地方本科院校新工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改革

与实践——以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专业为例

34 李英姬 教育科学学院 新文科背景下《学前教育学》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35 朱淑畅 服装工程学院 《中外服装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36 王娜 应用理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37 王彬 电气工程学院
基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法体系创新

研究与实践

38 王春燕 食品工程学院 “绿色化学”背景下大学化学课程的教育改革与探析

39 张云飞 经济贸易学院
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跨境电商英语》中的

应用研究

40 武晓璐 外语学院 红色思政资源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

41 刘爽英 经济贸易学院
OBE 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融合视角下应用型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策略研究



42 宋善波 外语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综合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43 赵晶媛 机械工程学院 “三全五维”立体资助育人模式构建研究

44 杨丽丽 食品工程学院
基于信息技术的“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研究

45 邹娜 艺术学院
“大国工匠”背景下高校环艺专业“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

46 宋继霞 服装工程学院 吉林省高职院校服装专业现代学徒制研究

47 唐夏 服装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语音与发声》教学探索

48 谷开慧 应用理学院
基于吉林省产业亟需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49 张光娜 电气工程学院
基于课程思政的《PLC 技术与应用》混合教学模式实施路径

研究

50 马述清 电气工程学院
OBE 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电路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以电路为例

党建专项

名次 申报人 部门 课题名称

1 王旭 学工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2 王宇 党委宣传部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与实践

思政专项

名次 申报人 部门 课题名称

1 付国华 图书馆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2 张莉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提升大学生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实效性研究

教师发展专项

名次 申报人 部门 课题名称

1 毛锐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能力培训体系研究

2 袁丹丹
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中心
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压力研究

3 赵文博 外语学院
思政育人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素养

与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4 孙雷 外语学院 吉林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5 董小晶 外语学院 吉林省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现状研究

6 黄宇巍 服装工程学院 职技高师院校服装专业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调研专项

名次 申报人 部门 课题名称

1 黄平 传媒学院 吉林省县域普通高中语文教学能力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