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1年第三季度结题情况公示（本科）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主持人 课题承担单位 参与人员 鉴定等级 备注

1 XJK17ZDWT04
湖南高校分类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与政
策供给研究

省级重大资助 李海萍 湖南科技大学
上官剑、刘宇文、高晓清、
谭晶晶、郝显露、侯钰婧

优秀

2 XJK18AGD001
湖南公立高等学校章程实施督导机制研
究

省级重点资助 徐靖 中南大学
湛中乐、敖双红、徐纪元、
陶文泰、何静

优秀

3 XJK015AGD003
基于语义导育技术的超导性同声传译研
究——同声传译慕课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省级重点资助 艾朝阳 湖南大学
李雨晨、梁晓、许俊、何江
波、王益平、陈勇、原野

良好

4 XJK18AJG002
家庭资本、教育获得与社会再生产：影
子教育的视角

省级重点资助 唐芳贵 衡阳师范学院
刘衔华、彭艳、吴贞、陈坚
、何永祥

良好

5 XJK015AGD010
全日制专业硕士实践教学基地保障体系
与运行机制研究

省级重点资助 陈铖 湘潭大学
刘忠、刘望、屈畅姿、罗正
东

合格

6 XJK016AGD003
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与地方医药院校产
学研对接研究

省级重点资助 姚祖福 湖南医药学院
毛克平、张丽萍、张在其、
杨子潞、杨洋、郭一清

合格

7 XJK015BMZ002
多元文化视角下武陵山片区民族传统文
化与幼儿教育资源整合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邵晓飞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石群勇、谭良田、姜又春、
银帆

合格

8 XJK015BJC002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减负机制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王贤文 湖南科技大学 周险峰、罗荣、黄甜、王亮 合格

9 XJK015BGD055 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评教有效性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伍汝辉 怀化学院 肖贵飞 合格

10 XJK015BGD054
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美学课程的实践
性教学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刘定祥 怀化学院
唐剑萍、吴波、郭景华、贺
玉庆

合格

11 XJK015BGD077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反思与建构的价值取
向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薄明华 中南大学 曾长秋、邝艳湘 合格

12 XJK016BGD010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策略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朱恬恬 湖南大学
朱静静、胡霞、舒霞玉、卢
雅华、张跃军、彭华荣

合格

13 XJK016BMZ003 大湘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和提升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吴雄周 吉首大学 李琼、王泳兴、杨婵、瞿一
红

合格

14 XJK016BJG011
省属本科高校预算定额标准体系的构建
及应用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黄文雅 湖南工程学院
刘美兰、李亚坤、谢思平、
彭慧英、刘春波

合格

15 XJK016BGD038
湖南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式发展与
质量提升机制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徐姝 湖南工商大学
张漾滨、唐振福、杨建、徐
戈、陈娟、陈彦、刘彬、谢

常青

合格

16 XJK016BGD021
众创时代地方高校计算机类专业项目驱
动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文鸿 湖南工业大学
李长云、文志诚、张龙信、
朱艳辉、董刚、何频捷、欧

阳旻

合格

17 XJK016BJC002
受托责任视角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
策绩效评价

省级一般资助 刘纯阳 湖南农业大学
刘锦怡、李坤、吴师师、尹
剑峰

合格

18 XJK016BGD051
《小儿推拿学》移动交互式数字教材建
设与应用

省级一般资助 王德军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江山、李铁浪、于隽、张
国山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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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XJK17BGD061
湘西少数民族祭祀歌舞数字化采集、整
理及其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谭建斌 吉首大学
卓妮妮、陈旋、杨丽珍、解
舒冉

合格

20 XJK17BXL002
青少年网络道德的发展规律及其干预：
一项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追踪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肖啸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丁立平、陈欢、吕乐、梁良
、赵品良、颜雅琴

合格

21 XJK17BTW003
湖南省农村中小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实施困境与消解路径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黄晓丽 湖南工业大学
李可兴、江百炼、侯晓红、
凌航、罗正友、刘韬

合格

22 XJK17BTW007  湖南少儿陶艺创新教育发展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孙兰 湖南科技大学 郑先觉、林军、王奎永 合格

23 XJK17BTW015
“健康中国”视域下湖南省农村幼儿体
质健康评价体系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曹辉 长沙师范学院
郭剑华、曾贝娜、莫冰莉、
陈娟、曾思惟、张  宇

合格

24 XJK17BGD076 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范大明 湘南学院 曾天雄、曾鹰、周莲英、李
宗方

合格

25 XJK17BGD041 湖南省大学生自主创业培育体系构建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曾爱青 湖南工商大学 曾建辉、李诺、汤健 合格

26 XJK17BGD066
以提高交叉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医学信息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罗凌云 南华大学
罗江琴、刘永彬、蒋辉、李
晓昀、刘振宇

合格

27 XJK18BJC003 大数据环境组件模式教学资源库构建方
法

省级一般资助 潘显民 湖南女子学院 刘丽军、刘树锟、蔡佐威 合格

28 XJK18BGD018
基于虚拟环境的卓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的优化与实践

省级一般资助 李忠玉 南华大学
向宇燕、李美香、尹凯、韦
星、周洲、何战胜

合格

29 XJK18BTW008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学校体育精
准扶贫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钟丽萍 湖南工业大学
黄晓丽、黄艳红、张杰、周
进、刘建武、尹廷廷、龙寰

宇

合格

30 XJK18BGD058
基于TF-CDIO育人模式的地方高校新工科
人才培养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谢富春 湖南工程学院
高为国、卿上乐、王先安、
王娟

合格

31 XJK18BJC002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省乡村小规模学校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任卓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丽群、曾晓洁、曾晓、包
文婷、吴杨、谭漩

合格

32 XJK18BGD041
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型人
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资助 周桃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羊四清、成运、梁平元、谭
周文、李石林

合格

33 XJK18BXL003 公安院校学生心理韧性评估及其干预研
究

省级一般资助 段水莲 湖南警察学院 谢晴、李薇娜 合格

34 XJK20BJC001
基于生态效能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宁云中 湖南文理学院
范丽娜、刘锋、郭炜峰、向
玥

合格

35 XJK016BMZ001
民族地区高校艺术教育与民间美术融合
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龚龙煜 湖南城市学院
谷利民、谢雨子、龙湘平、
钟正武、唐肇鸿

合格

36 XJK18BGD010
基于“从资源共享到智慧共生”理念的
在线开放课程开发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资助 杨赳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邹秋英、张劲松、吴世军、
肖俊

合格

37 XJK015QGD004 湖南高等教育依法治教行动策略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 王瑞玲、段平、程超 合格

第 2 页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1年第三季度结题情况公示（本科）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主持人 课题承担单位 参与人员 鉴定等级 备注

38 XJK016QXL003
高校休闲福利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的路径
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李卫飞 湘潭大学
符纯洁、陈喆芝、郭溜溜、
田兰、李英兰、艾丽莎

合格

39 XJK016QDY001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优化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路径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申双花 邵阳学院 刘赟、彭锴 合格

40 XJK016QGD004
人才需求预测视域下的高等教育结构优
化规律及机制研究——基于衡阳地区的

实证分析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徐艳红 湖南工学院
伍小乐、罗元云、樊凌衡、

李忆华、叶琦
合格

41 XJK17QXX001
学习分析视角下用户画像方法与技术研
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莫尉 湖南理工学院
张晋超、余水香、刘青姗、
欧先锋

合格

42 XJK18QGD003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女性设计教育
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肖宇强 湖南女子学院
甘晓露、姚晓理、秦臻、唐
祯佩

合格

43 XJK18QTW003
便携智能终端及APP对青少年体质的影响
及修复路径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刘刚 湖南科技大学
庄洪波、王金亮、刘慧玲、
黄丹、陈凌峰、彭丽苹、梁

思佳、苏鹏

合格

44 XJK18QGD006
全媒体视阈下服务湖南文娱创意产业发
展的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石蒙蒙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漆珂伊、朱依霞、李雅雄 合格

45 XJK19QLL001
“儒家角色伦理学”对新时代家庭教育
的意义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王计然 湖南大学 谭研、贺莎妮 合格

46 XJK20QTW001
ICF-CY理论下心智障碍儿童体育课程干
预实验研究

省级青年资助专项 王岐富 长沙师范学院 黄辉、韩凯、董小曼、刘勇 合格

47 XJK016CTW011
湖南省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在音乐非遗传
承中的功能与价值研究

省级一般 王琛媛 长沙学院
刘淮保、夏雄军、汪  琦、
陈滨滨、裴  蓓

合格

48 XJK016CGD045 网络场域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优化研究 省级一般 刘希良 长沙学院 周初开、刘丽萍 合格
49 XJK016CGD043 大学生生命科学素养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 陈建荣 长沙学院 合格

50 XJK016CZY064
互联网+时代太极环模型翻转课堂的微课
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省级一般 张群慧 湖南信息学院
刘春艳、万晓云、颜煜、徐
星星、、陈燃、刘红华、张

为

合格

51 XJK17CJC004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小学残健融合体育教
育研究

省级一般 许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彭健民、王守华、许向荣、
朱轶、陈爱辉、张菁、李卓

儒、周健、李清平、闵婷、
颜达光

合格

52 XJK17CGD024
创新驱动型经济下湖南应用型本科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省级一般 潘恋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彭道林、邹会聪、宋子慧 合格

53 XJK19CGD038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实验课程混合
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 刘兰 湖南工程学院
何丽红、吴晨曦、王高升、
程玉兰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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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XJK19CGD067
专业认证和OBE理念的地方高校测绘类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省级一般 黄长军 湖南城市学院
曹元志、周青山、聂智平、
周新地、叶巧云、何亮云

合格

55 XJK19CGD034
基于体育素养的大学体育教学创新与设
计

省级一般 邓莉萍 湖南工学院
邓元祥、唐佳英、胡耀新、
刘易华、张宏达、刘细秋、

袁立安、段绍斌

合格

56 XJK18CGD059
基础医学核心课程教学与国家执业  医师
资格分段考试的衔接研究

省级一般 邓华菲 湘南学院 谢明、周琴、罗雄、李坚 合格

57 XJK18CGD058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育人视角

省级一般 郑爱民 邵阳学院
郑爱民、刘承智、谢涤宇、
李祎萌、苏佳玲

合格

58 XJK18CTW024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核心素养培养与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省级一般 徐慧 长沙理工大学 方怿、谭煌、黄坚 合格

59 XJK19CGD040
学科专业一体化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应用
特色学科建设研究

省级一般 龙涛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任皎、刘莉娜、曹莉、李靖
、刘小西

合格

60 XJK19CJC003 普惠性幼儿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省级一般 贺慧君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王跃辉、李瑶、刘峥嵘 合格

61 XJK18CGD045
应用型高校思想政治课行动能力培养教
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省级一般 刘金娥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李凯中、黎路、杨迎祥 合格

62 XJK19CGD048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制教育
研究

省级一般 刘雪婷 邵阳学院 雷军程、赵娟、刘水强 合格

63 XJK18CGD075
双创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应
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研究

省级一般 李晓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闵锐、柳治国、邹质霞、徐
亚坤

合格

64 XJK18CTW014
“健康中国”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
康促进的研究

省级一般 单舜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成军、罗培、丁小芬、胡
彩芬、李丽英

合格

65 XJK19CGD062
“双一流”战略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
专业群建设研究

省级一般 钟妙 湖南信息学院
胡令、谭元发、杨慧芳、陈
健、汪群峰、彭煊译

合格

66 XJK19CGD024
健康中国背景下地方高校体育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省级一般 范成文 湖南工业大学
钟丽萍、黄敏、米雄辉、李
光、何艳群、刘晴、吴开霖

、陶涛、徐雄

合格

67 XJK19CXX001
基于信息技术融合的造型基础课程混合

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般 周增辉 湖南信息学院

陈敏、张群慧、向征、吴阳

、陈瑶发、李娟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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