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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文件 
 
 

陕职学〔2021〕4 号 

★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课题立项的通知 
相关职业院校： 

按照学会《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陕职学

〔2020〕109 号)文件精神，经学会学术办公室初审，省内外专家评

审，现将 2021年度立项结果通报如下： 

一、立项数量 

2021年度立项课题 117项。其中：重点课题 7 项、规划课题 12

项、一般课题 98项（详见附件）。 

二、研究经费 

学会将给予重点课题和规划课题一定的研究经费，其中：重点

课题每项资助 1 万元；规划课题每项资助 0.5 万元；一般课题，自

筹经费。建议课题所在单位按照不低于 1:1 的比例给予相应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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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支持，确保课题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 

三、预期成果 

（一）重点课题：出版专著 1本或在公开期刊发表 3 篇论文（其

中核心 1 篇）； 

（二）规划课题：在公开期刊发表 2 篇论文（其中核心 1 篇）； 

（三）一般课题：在公开期刊发表 1 篇论文。 

注：出版专著或在公开期刊发表论文均需备注学会课题名称及

编号。 

四、研究期限 

本年度立项课题研究期限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6 月，课题

达到成果要求后可以申请提前结题。 

请已获课题立项的单位加强对课题研究全过程的指导和协调管

理，各课题负责人要按计划推进研究工作，保障课题顺利开展。 

 

附件：2021年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立项课题一览表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1 年 2 月 5日 

 

 

 

抄送：学会领导，档。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2021 年 2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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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立项课题一览表 

序号 课题编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参与人 承担单位 

1 2021SZXZD01 重点课题 陕西高职电商类专业建设及服务区域经济能力的研究 李选芒 杨涛、张光、王永莲、成志平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2021SZXZD02 重点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高职院校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研究与实践 
党养性 

郑伟、黄璞、陈建宏、王云江 

张振刚、祝海生、支九田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3 2021SZXZD03 重点课题 
“双高计划”建设视阈下铁路工程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与实践 
杨云峰 

周前国、张小力、庞维福 

王丰仓、任英桥、杨宫印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 2021SZXZD04 重点课题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汽车维修专业群 1+X 证书制度书证融通

实施路径探索与实践 
赵  熹 

冯帆、甘代伟、权春锋、朱怡婕 

张俊红、张鑫、杨涛、王鹏利 

孙环、吴航、刘丹、宋伟萍、任军峰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2021SZXZD05 重点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信息素质培养体系构建 刘  涛 何柳、刘莉、陈玉萍、肖敏敏、任春晓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6 2021SZXZD06 重点课题 基于网络智能技术下秦腔艺术传承与创新策略研究 李永春 
佘占宏、麻亚妮、李东桥 

李旭阳、张雪纯、张冬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7 2021SZXZD07 重点课题 
西部航海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延安职院航运工程系为例 
杨延存 杨箫凝、韩涛、王永军、王丹、缪树综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8 2021SZXGH01 规划课题 陕西职业院校音乐类课程体系中融入民族音乐的改革研究 郭  杰 门亚玲、余玲、范小曼、张冰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9 2021SZXGH02 规划课题 高职院校深化劳动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尹  鹏 李志春、陈刚、任军锋、李林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2021SZXGH03 规划课题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农产品快速检测》课程标准对接企业

岗位能力标准的研究 
刘颖沙 

崔晓、赵璐、郑爱泉、雷琼 

李国秀、姚瑞祺、刘伟 

田小微、肖蕊、李艳莉、李怡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1 2021SZXGH04 规划课题 
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双高计划”建

设 A 档 10 所院校章程文本的分析 
王  喆 张普礼、管和平、史君、丁晓军、宋玺溪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2 2021SZXGH05 规划课题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其路径探究 闫  军 李小旭、桓美丽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2021SZXGH06 规划课题 
基于“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技术赛项的分析技术技能培

养的实践与探索 
梁  博 尚华、贾格维、纪惠军、彭梦姣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 

14 2021SZXGH07 规划课题 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能力提升途径探究 孙  洁 张敏丽、崔梦萌、程颖、韩志军、廖静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15 2021SZXGH08 规划课题 课程思政理念下的高职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  娜 
杨眉、邱莉、郑洋、胡阿利 

赵旸、杨晓蕾、王艳景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 2021SZXGH09 规划课题 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动向和发展趋势研究 杨  睿 郭婷、代美泉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17 2021SZXGH10 规划课题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高水平专业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文亭 

任雪娇、鲁涛、杨延波、焦峥辉 

赵明威、苏宏志、王建军、周新涛 

穆龙涛、张媚、黄鑫、张景钰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 2021SZXGH11 规划课题 “双高计划”背景下石油工程技术专业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  岩 杨雯雯、熊军林、徐仿海、武世新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19 2021SZXGH12 规划课题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张君第 
吴海光、周安福、马涛 

刘伟、周建东、白芝勇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 2021SZXYB01 一般课题 “西迁精神”融入警察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 赵长明 刘欢、薛冬妮、陈烨、陈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21 2021SZXYB02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南方高铁产业学院为例 
王军龙 

徐金锋、杨琳、熊奇、王秀丽 

冷鑫、胡建财、朱茂栋、王瑛 

林楠、李艳玲、侯晓晶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2 2021SZXYB03 一般课题 陕西省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制度有效性研究 曹方姣 杨浩、李艳军、牛艳娥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23 2021SZXYB04 一般课题 
任务驱动下将思维导图融入高职《儿科护理》课程教学的 

实践研究 
王  英 

茹官璞、秦有智、杨茜、赵军锋 

宋小俊、郭琰、李福玲、李黎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24 2021SZXYB05 一般课题 国家治理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队伍建设研究 党  颉 
于凡、石逸文、周艳 

王传薇、宋军涛、申雯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25 2021SZXYB06 一般课题 陕西省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制度有效性研究 尚礼斌 王雅静、解晓曦、李炜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26 2021SZXYB07 一般课题 
“双高”建设背景下如何以绩效考核为抓手提升党政部门管

理效能的研究与实践 
安  娜 王颇、吴昊、李磊、吴玮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7 2021SZXYB08 一般课题 虚拟仿真技术在安全综合实训基地中的应用与研究 叶  超 
史芳、魏发达、刘占新 

郭原伟、裴清福、宝坤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8 2021SZXYB09 一般课题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直播电商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黄志宏 赵茹、孟华敏、李严琛、杨爱云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9 2021SZXYB10 一般课题 
市场需求导向下高职院校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育人模式

研究与实践-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利荣 

杨婉洁、韩剑、庞莹、张君茹 

赵佳、赵兵战、高梦希、吴维勃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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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21SZXYB11 一般课题 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改革研究 王  锟 
刘晓莎、强华、武帆 

夏东盛、张维、杨洪权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1 2021SZXYB12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王友青 尹清、陈树、张艺萌、康芳、李圆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32 2021SZXYB13 一般课题 
基于产教融合的职业本科层次物流管理专业 “1+X”双证制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詹  芸 魏云暖、姚会娟、马佳玉、白光泽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33 2021SZXYB14 一般课题 
职业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下的艺术设计人才协

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以西安汽车职业大学为例 
陈  莉 张星、李钰哲、赵晓彤、白刚、王卫平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34 2021SZXYB15 一般课题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的探索与研究 陈业欣 谢娜、张青青、贾梅、李樊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35 2021SZXYB16 一般课题 新时代高职教师分层分类培养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孙  斐 赵旭坤、罗云萌、王静、周轩、魏超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6 2021SZXYB17 一般课题 国家“双高计划”背景下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究 杨茂芽 苗亮、陈刚、刘向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7 2021SZXYB18 一般课题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方向研究 陈  艳 马海彦、孙钊、高东玲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8 2021SZXYB19 一般课题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困境及路径研究 

——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马  煜 

曹新茹、曹巧利、蒋鑫 

张海宇、李洋、谭越月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39 2021SZXYB20 一般课题 基于企业实战案例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孟娟娜 张薇、许霜梅、李雯、李飞、耶晨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0 2021SZXYB21 一般课题 建筑工程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王伟芳 
王宁宁、李小林、郑亚迪 

王杭、惠琼、曹姗姗、姚立民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41 2021SZXYB22 一般课题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护理专业基础医学课程整合初探 

——以“高血压”病为例 
张丽媛 贾元红、李萌、王丽琛、张洁 西安市卫生学校 

42 2021SZXYB23 一般课题 课程思政背景下提升高职教师思政素质途径探究 王阳春 胡琳、李凤、姚妙、李发辉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3 2021SZXYB24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吕建永 郭月楠、杨菁菁、庞广永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4 2021SZXYB25 一般课题 
校企深度合作背景下的煤矿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榆林

职业技术学院“昊华能源”订单班为例 
齐  月 陈拓其、钟凯、王慧、谢明军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5 2021SZXYB26 一般课题 
双高建设背景下发挥学报功能培育高职教师科研素养路径 

研究与探索 
吴  薇 董飞燕、王灿、刘延萍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46 2021SZXYB27 一般课题 “双向嵌入式”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新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  雯 
王晓娟、薛明珂、张迪、刘晓雪 

尚晓峰、张旭彤、王燕、崔卫军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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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21SZXYB28 一般课题 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研究 王腾飞 
曹兴琴、陶燕、苏楠、 

赵琛、赵东、魏朝阳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8 2021SZXYB29 一般课题 
“三全育人”理念下应对高职测绘专业学生心理问题的 

策略研究 
杨 娟 刘苗、高永涛、崔团团、王怡丹、张晓华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 2021SZXYB30 一般课题 
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开发专业标准及课程标准的研

究与实践—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为例 
王素珍 

薛建强、贾讲用、张庆兰 

王欣、武继英、曹婧文、王晨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50 2021SZXYB31 一般课题 石油化工技术高水平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 朱玉高 
徐仿海、武世新、李恺翔、武存喜 

何小曲、贾高印、王吉忠、王志平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51 2021SZXYB32 一般课题 现代互联网技术与汽车保险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研究与实践 施  雯 高佳燕、夏庆安、刘强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2 2021SZXYB33 一般课题 高职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李  瞳 唐毅、李卓、杨琦、高璐、张怡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 2021SZXYB34 一般课题 
全装修背景下高职室内艺术设计专业“通、融、专”三位一

体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俞  雷 王瑜、孟妍、穆宝宁、王晶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4 2021SZXYB35 一般课题 
基于互联网视域的高职教育教学督导模式研究 

——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宋  珊 

张陕豫、戴文娟、蔚振江 

牛艳丽、胡昊、刘璇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55 2021SZXYB36 一般课题 免疫学检验项目化教学探索与研究 刘  茜 
汤智慧、杨青青、莫莎 

张迁、成伟、安焕平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56 2021SZXYB37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药学专业产教融合运行机制探索 陈  杰 王仕宝、房宇、符纯美、张慧、刘尧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57 2021SZXYB38 一般课题 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 张  宁 张颖、张香宁、李顺光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58 2021SZXYB39 一般课题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会计专业群建设研

究与实践 
张仲雯 蒋树雷、申晨、赵秋兰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59 2021SZXYB40 一般课题 
“1+x”证书制度下高职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产教融合实践课程

体系研究 
许  圆 王莉、许方伟、段薇薇、张同钰、崔晨华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60 2021SZXYB41 一般课题 双高计划背景下的三教改革——以《软件测试》课程为例 张青青 师哲、宁莉莉、陈业欣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61 2021SZXYB42 一般课题 高职《交换机与路由器设备配置》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研究 刘萍萍 贾晓霞、郭海丽、刘强、贾艳敏、白林飞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62 2021SZXYB43 一般课题 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下的高职英语听说教学实践研究 杨海霞 高雯君、刘文伟、冯艳、任林香、王宝生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63 2021SZXYB44 一般课题 
现代信息技术畅通校企教学资源融合共享的研究 

——以订单班的《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实训课为例 
贺  琴 余智勇、王艳红、马小荣、苏学良、马伟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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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021SZXYB45 一般课题 
基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下的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与吉利汽

车集团联合培养订单班的研究与实践 
赵  斌 张华、许亚军、何振宇、段文义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65 2021SZXYB46 一般课题 
高职医学教育与养老产业产教融合视域下育人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李明星 张丽、胡晓玲、王亚宁、梁君蓉、吕备战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66 2021SZXYB47 一般课题 省级高水平护理专业群建设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鱼毛毛 孙芸、邵红英、胡敏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67 2021SZXYB48 一般课题 
人才评价改革视域下中医专业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机制研究 
任小宁 

刘福昌、郭晓黎、王凯涛 

杨伟东、杜雪萌、崔淑兰、庞鹏宇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68 2021SZXYB49 一般课题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夔彩虹 宁伟、丁静、郭金梅、康亚红、乔秋珍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69 2021SZXYB50 一般课题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 孙浩文 邱燕、吴玮玮、屈宝鹏、卜文锐、赵方舟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0 2021SZXYB51 一般课题 
“金课”视域下《运输组织技术》“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与实践 
王  璐 

郭婧、陈燕、丁海鹰 

贺郁萱 王华、吴燕、滕威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1 2021SZXYB52 一般课题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以《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课程为例 
郭  婧 

陈燕、王璐、贺郁萱、赵婧文 

范引娣、郝媛、刘梦遥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2 2021SZXYB53 一般课题 
校企合作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屏蔽门检修》课程标准建设

与实践研究 
王  宁 王建堂、张雅娇、赵路爽、张华 曹玉秀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3 2021SZXYB54 一般课题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实践研究 王圣龙 李丽、曹小劲、杨晓华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74 2021SZXYB55 一般课题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中青年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途径

研究 
任  璐 任静、阮宇、李扬、龙惠、杨易旸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75 2021SZXYB56 一般课题 
基于“雷达图原理”推进高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评

价机制研究--以陕邮职院市场营销专业为例 
贾  凝 李旭东、孟芙蓉、安宏博、李霁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76 2021SZXYB57 一般课题 推进移动通信技术专业“1+X”制度下课证融通的探索与实践 张  帆 惠聪、孙婷、苏鑫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77 2021SZXYB58 一般课题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金融类课程标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寇  江 王梅霞、李骋、何婧、许红妮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78 2021SZXYB59 一般课题 
挖掘并发挥铜川当地特色文化的思政内涵在孙思邈医学院药

学专业中的应用研究 
崔文娟 刘团会、杨艳丽、和燕、刘文超、任永峰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79 2021SZXYB60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戚若男 令芝红、李博、祝琼、傅柏臻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80 2021SZXYB61 一般课题 
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践研究 

——以《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教学为例 
田  宇 张华、王莹、张情、范婕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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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21SZXYB62 一般课题 
基于实战能力培养的《警务战术》课程“五位一体”教学改

革实践研究 
李  伟 李璞、李全海、韩瑞杰、于宁、王英川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82 2021SZXYB63 一般课题 后疫情时代高职类院校多元化教学模式研究 金  玥 刘欢、靳琳琳、段俊杰、李兆奎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83 2021SZXYB64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教协同、院校合作协同育人模式 

研究与实践 
石  佳 陈娜、赵新平、聂晓枫、黄玉剑、李水花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84 2021SZXYB65 一般课题 
校企合作视域下高职食品营养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践研究 
曹晓倩 蒲飞、樊晓博、薛文娟、常振华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85 2021SZXYB66 一般课题 
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材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以美容仪器应用教材为例 
杨国峰 

冯居秦、鹿程、赵继维、叶秋玲 

孙艳丽、蔚东、郭文俊、张娟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86 2021SZXYB67 一般课题 基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刘  娟 
李锋利、余荣、曲小纳 

尚海洋、范红、水涛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87 2021SZXYB68 一般课题 
产教融合优化课程标准的研究 

——以《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为例 
张迎春 彭丽娟、杨永刚、杜曦悦、安莹、石凤苗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88 2021SZXYB69 一般课题 
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 

路径探索 
胡  琳 

胡淼、王阳春、李凤、薛菲 

李发辉、丁渊、程甜前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89 2021SZXYB70 一般课题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在线学习社区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 
周慧芬 

李凤、王健、薛菲、郭凯蕾 

程甜前、丁渊、弓培涛、王学仁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0 2021SZXYB71 一般课题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的课程思政方法研究与实践 

——以《智慧驾驶》课程为例 
宋华杰 

李益民、李宏菱、周磊、马仲智 

焦雯、王治根、柴贵兰、张丽娜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1 2021SZXYB72 一般课题 
信息化财务网上报账平台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以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杨  浡 

张瑜、司雯、王蓉、乔巍巍、翟佳、孙涛 

黄凯、潘杜豆、王璟、张振兴、张莉华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2 2021SZXYB73 一般课题 
高职扩招背景下新学生群体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孙世昭 

田婵媛、赵建英、景延鹏、王文波 

刘睿菲、李慧静、何琦、杨星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93 2021SZXYB74 一般课题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智能建造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  静 

徐静伟、楚芳芳、杜善保、郭军权 

高凌、王富行、杨彩丽、孙佳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94 2021SZXYB75 一般课题 
地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国际交流合作路径探索与研究 

——以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向荣 

张珺、杨洁、茹官璞、张一 

崔宏志、庄丽婷、董爱国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95 2021SZXYB76 一般课题 
“追赶双高专业群建设，推进诊改工作再提升” 

——以商洛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群建设为例 
王晨丰 

赵鹏、赵军锋、刘长玲、张锋 

巩建辉、谢楠、王磊、任健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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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2021SZXYB77 一般课题 
职业教育“1+X”制度下土建专业群建筑信息模型（BIM） 

人才培养研究 
张阿玲 袁辰雨、梁婷、刘瑛、王真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97 2021SZXYB78 一般课题 智能财务背景下高职会计课程的 PYTHON 数据化改造 袁  捷 董琳、郑敏、张建合、刘小平、于炎炎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98 2021SZXYB79 一般课题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化学多元化教学评价研究 郭  敏 王栋 西安市卫生学校 

99 2021SZXYB80 一般课题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下的职教政策高频词汇 

英译研究 
王兴兵 

刘珉典、郑韵千、曹艳强、 

王鹏辉、祝传鹏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00 2021SZXYB81 一般课题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督导的实践与探索 李海鸽 刘瑞霞、罗卫民、左浩、毕娇娇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101 2021SZXYB82 一般课题 铁道机车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姜留涛 李晓艳、田栋栋、王语园、毛向德、杜伟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2 2021SZXYB83 一般课题 “双高计划”背景下陕西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王双明 达航行、李妙娟、宋雅芹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03 2021SZXYB84 一般课题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素养培养 

路径研究 
付世秋 白祎花、马晶照、崔畅、袁玉华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04 2021SZXYB85 一般课题 基于诊改视角的高水平专业群质量保证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 牛英豪 徐寒、云蕾、罗宏科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05 2021SZXYB86 一般课题 课程思政视阈下文化自信培养与高校外语教学的融合研究 李 明 韩茂源、钱允凤、卫蕾、宋冰心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06 2021SZXYB87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李 鑫 张新蕾、张悦、贾九荣、苟强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07 2021SZXYB88 一般课题 
基于 1+X 证书制度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

级模块 2-3 开发与实践研究 
常保利 

廖发良、贾永峰、江泉、王露峰 

彭小红、朱布博、王江坤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08 2021SZXYB89 一般课题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开发课程标准及教材 

研究与实践 
李 颀 张风帆、辛光、赵彦、金新康、段刚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109 2021SZXYB90 一般课题 坚持创新核心地位背景下高职课堂革命实施路径研究 陈 为 肖鑫鑫、段元花、周犇、曹新茹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110 2021SZXYB91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 伟 
高瑞佳、王旭波、张军、华玲、丁洪芬 

郑天赐、汪敏、罗想、祁若溪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11 2021SZXYB92 一般课题 高水平农业生物技术专业群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范学科 

沈静、王燕、周济铭、马文哲 

尚晓峰、龙明华、李国秀 

亢菊侠、杜璨、张雯、姚爱华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12 2021SZXYB93 一般课题 “饭圈”文化对中职校园文化的影响 赵佩璇 
朱红英、于志云、魏毅 

冯凯、李晓琦、王栋、冯骁 
西安市卫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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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021SZXYB94 一般课题 
以“三融战略”为引领的政军行企校五方协同育人机制的

研究与实践 
吴  玮 王颇、李信言、陈慧、安娜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14 2021SZXYB95 一般课题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及家长需求调查研究 

——以安康市为例 
李 婷 杨柳影、古祎玭、李园园、杨年丽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15 2021SZXYB96 一般课题 
安康市高职学生健康素养现状与健康行为、健康状况的 

关系研究 
易婉莹 

杨涛、包龙梅、杨婷莉 

鲁慧玲、李静、帅兴莲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16 2021SZXYB97 一般课题 “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程书强 郭彦朋、周辉辉、高玲、郭涵荔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17 2021SZXYB98 一般课题 诊改视阈下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学生评价体系研究 王建安 贺力彬、秦海龙、程雅倩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