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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编号 推荐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人 立项类别

1 2021JSJY001 常熟理工学院 现代产业学院模式下应用型高校专业集群建设研究 张晞/徐惠钢 重点

2 2021JSJY00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工匠精神的高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研究 钟璞/李爱红 重点

3 2021JSJY003 东南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的土木类专业混合式一流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霞/吴丹 重点

4 2021JSJY004 淮阴工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赵玉萍/杨权权 重点

5 2021JSJY005 江南大学 后疫情时代校本特色在线金课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孙子文/陈路 重点

6 2021JSJY006 江苏警官学院 基于公安管理学专业课程群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梁慧稳 重点

7 2021JSJY007 江苏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价值省思与实现路径研究：以行业特色型
高校为例

魏晓卓/李滨城 重点

8 2021JSJY008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科教+产教”双融合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课程改革 叶招莲 重点

9 2021JSJY009 江苏农牧科职业学院 基于超星平台校际协同开发课程实现精准教育援青的探索与实践 陈斌/徐冬寅 重点

10 2021JSJY010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区域内高校混合式课程共享联盟运行机制研究——以江苏省高校混

合式精品通识课程联盟为例
陈磊/周林 重点

11 2021JSJY011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基于发展性评价理论的新医科混合教学课程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陈明 重点

12 2021JSJY012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生态共建 •产教融合——新工科视野下的工业互联网人才培养研究 崔骥/李千目 重点

2021年江苏高校“教学研究工作”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注：按课题立项类别、推荐单位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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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JSJY013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深化提升新工科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实施路径研究——以东南大学新

工科建设为例
邓蕾/陆金钰 重点

14 2021JSJY014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基于混合式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改革实践 侯湖平/张绍良 重点

15 2021JSJY015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研究型大学学生评教体系探索与研究 吕筠、秦安平 重点

16 2021JSJY016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工科优势高校工程顶峰课程建设研究 沈洁 重点

17 2021JSJY017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拔尖计划”学习环境构建研究：内涵特征与优化路径 施佳欢/于天禾 重点

18 2021JSJY018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教材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及精品教材建设研究与实践--以体育学科为例 王爱萍 重点

19 2021JSJY019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基于超星网络学习空间的应用型高校专业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提升机

制的研究
邢琦 重点

20 2021JSJY020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一流本科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以基于超星平台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为例

朱明/王璐露 重点

21 2021JSJY02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施小英 重点

22 2021JSJY022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具身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范式探究 仇敏 重点

23 2021JSJY023 南京传媒学院 基于实践共同体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课程群混合式教学实践改革 王更新/曹琦 重点

24 2021JSJY024 南京大学 生命科学全域视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朱景宁 重点

25 2021JSJY0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线教学平台（超星）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系统数据融合方法研究 王敬东 重点

26 2021JSJY026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和思政耦合机制及实施路径研究 谷政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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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1JSJY027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 涂平荣 重点

28 2021JSJY028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无机化学实验与数字化、STEAM融合的教学

研究
王小锋/郎雷鸣 重点

29 2021JSJY02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混合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 宋齐明/梁艾琳 重点

30 2021JSJY030 南京医科大学 后疫情时代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全科医学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实践 占伊扬/贾坚 重点

31 2021JSJY031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现代化治理方法研究 冯瑞/孙建 重点

32 2021JSJY032 宿迁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 “四新融合”促进科教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索 丁红燕/唐友亮 重点

33 2021JSJY033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信息化管理平台的社招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 石泉彬/徐坤山 重点

34 2021JSJY034 无锡太湖学院 应用型本科下的物联网工程项目化全链培养体系的研究 郭迎/王伟 重点

35 2021JSJY03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类专业核心课程“三三三”模式“金课”建设与实践 游专 重点

36 2021JSJY036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3P模型的混合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王朋 重点

37 2021JSJY037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双循环、双主体、二合一”的课程思政建构模式研究与实践 朱涛/范柏超 重点

38 2021JSJY038 盐城工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升级发展路径研究 刘振海/祖强 重点

39 2021JSJY039 扬州大学
地方综合性大学“三协同、三强化”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研究

杨国庆/张旭 重点

40 2021JSJY040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药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药学课程质量标准研究与应用 寇俊萍/高新柱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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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1JSJY041 常州大学 向学对大学生课程外拓展性学习行为的影响 杨彦俊 一般

42 2021JSJY042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基于超星学习通的大学物理混合式教学及过程化考核的实践研究 王子煜/周雨青 一般

43 2021JSJY043 河海大学 土木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研究与实践 刘云/黄波 一般

44 2021JSJY044 淮阴工学院 基于智慧课堂教学平台的应用型高校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吴卫成 一般

45 2021JSJY045 淮阴师范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自主变革研究 曹如军/刘国艳 一般

46 2021JSJY046 江苏大学 基于课程思政的物理学专业在线课程群资源建设和教学实践 陈元平 一般

47 2021JSJY047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内

科护理学》课程为例
严杰 一般

48 2021JSJY048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基于课程思政的在线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省在线开放课程为

例
杜文龙/徐雪峰 一般

49 2021JSJY049 江苏海洋大学 AI环境下财管人才“数字素养”培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洪海 一般

50 2021JSJY05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智慧课堂的高职计算机类课程过程性学习评价的设计与实践 司元雷/周留军 一般

51 2021JSJY051 江苏开放大学 基于混合式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改革实践 袁加奇 一般

52 2021JSJY05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实务”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张璐 一般

53 2021JSJY053 江苏农牧科职业学院 高职饲料与动物营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陈明 一般

54 2021JSJY054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高职古诗文微课程研究与实践 尹丽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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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1JSJY055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多元混合教学的实践类课程建设——以“交通控制

实践”为例
周竹萍/徐永能 一般

56 2021JSJY056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的教学改革实践  孔德志/许建民 一般

57 2021JSJY057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新工科背景下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黄爱华 一般

58 2021JSJY058 江苏省高校教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的教学改革实践 孔雯 一般

59 2021JSJY059 江苏师范大学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新工科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延龄/李全彬 一般

60 2021JSJY060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百年党史教育融合专业教育创新研究  周琴/王妍捷 一般

61 2021JSJY061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课程思政的在线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以《食品品牌策划》

课程为例
张荣 一般

62 2021JSJY062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德技融合、积极发展——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研究 沙印/张良 一般

63 2021JSJY063 金陵科技学院 基于超星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式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实践 秦润华 一般

64 2021JSJY064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职业院校专业群构建的路径分析研究 汪广华 一般

65 2021JSJY065 南京财经大学 超星大数据驱动的“全景式”教学质量评价与提升研究 张庆民 一般

66 2021JSJY066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基于独立学院金融专业思政元素与专

业课程的协同机制探究
陈静雯/张妤舟 一般

67 2021JSJY067 南京传媒学院 课程思政与动画专业在线课程建设和教学创新改革研究 韩鹏/孙建环 一般

68 2021JSJY068 南京大学 构建外语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何宁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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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21JSJY069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平台的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培养研究 丁嘉莉 一般

70 2021JSJY070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的大学化学先修在线课程建设与实
践

吴文源/庄玲华 一般

71 2021JSJY07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三个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周璐 一般

72 2021JSJY072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1+X”技能等级证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优化研究——以商务数据

分析课程为例
曹安林 一般

73 2021JSJY07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通识课教学改革实践 汪莹/陈燕飞 一般

74 2021JSJY074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学习者行为建模的混合式教学新模式理论与实践应用 丁晟春/岑咏华 一般

75 2021JSJY075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愿学、乐学、享学、善学、思学：基于“知行合一”指导下的“三学-三
导-四维-五测”金融学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

秦笑 一般

76 2021JSJY076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王立彬 一般

77 2021JSJY077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校际协同视角下智慧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以长三角旅游职教联

盟为例
王艳玲/张慧 一般

78 2021JSJY078 南京农业大学 高校教材管理体制对教材建设质量保障的研究与实践 阎燕/李伟锋 一般

79 2021JSJY079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基于B/S结构的艺术资源平台及精准共享实践 唐青 一般

80 2021JSJY080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超星大数据技术和学习通的学习预警研究 朱炜/顾小钧 一般

81 2021JSJY081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移动Web综合开发》在线课程建设——以超星学

习通平台为例
倪红军 一般

82 2021JSJY082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新文科背景下经管综合实训课程的设计与实践 袁彩萍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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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21JSJY083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融媒体背景下，高校摄影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严昊 一般

84 2021JSJY084 南京体育学院 知识建构视域野下体育院校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 殷小翠 一般

85 2021JSJY08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基于信息化手段提升教学督导评价实践研究 齐运锋/付鹏飞 一般

86 2021JSJY086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基于超星智慧教学系统的翻转课堂模式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

裴丽丽/闫芳 一般

87 2021JSJY087 南京中医药大学
疫情防控背景下BOPPPS教学模式在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互

动衔接的应用研究
杨莹 一般

88 2021JSJY088 南通大学 基于信息化导览的“跟进式”学习管理研究与实践 张新化 一般

89 2021JSJY089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基于“SPOC＋运动APP”平台下高校公共体育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包桂荣/孙锋 一般

90 2021JSJY090 南通职业大学
基于双高建设高职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研究——以南通职业大

学为例
王璐/周开俊 一般

91 2021JSJY091 三江学院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的混合式课程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与构建 吴敏珏 一般

92 2021JSJY092 苏州大学 项目设计驱动的普通物理学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罗晓琴/江美福 一般

93 2021JSJY093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基于服装设计专业课程群的混合式金课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王巧 一般

94 2021JSJY094 苏州科技大学
基于超星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心理学专业软件类课程群
为例

邵爱国/韦洪涛 一般

95 2021JSJY095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高校绘画技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吴线 一般

96 2021JSJY09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教育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以

《学前卫生学》教学为例
沈峥/汪海莲 一般

97 2021JSJY097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下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以电商创业

班为例
高技师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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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21JSJY09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专业核心课程思政在线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 邹晔/顾圣婴 一般

99 2021JSJY099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的教学改革实践——以《园林苗圃

》等课程为例
高政平/陶佩琳 一般

100 2021JSJY100 徐州医科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引领助力地方医学院校形成“新医科”临床实践教学模

式的探索与研究
刘莹/潘晨 一般

101 2021JSJY101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质量保障的高职语文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李文静 一般

102 2021JSJY102 盐城工学院 基于区块链的高校教务平台探索与实践 吕立斌/夏晶晶 一般

103 2021JSJY103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厚植思政教育于高校微电子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金豫浙/夏炜炜 一般

104 2021JSJY104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五育融合”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建构 刘荣红 一般

105 2021JSJY105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移动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文献检索课

为例
刘晓宏 一般

106 2021JSJY106 中国矿业大学 大数据时代教学质量智慧评价关键技术与实践 郑西贵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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