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2

2020 年度黑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委托项目汇总表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类型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备注

1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实施专业课

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01 戴红双 刘立新 李淑文 马冬梅 刘迎

2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院校 1+X 老年照护“书证融通”人才培训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重点委托 SJGZZ2020002 张宏 魏娜 邵洪岩 郭阳阳 张巍 6佟香艳

3 大庆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与职后培训质量评估监测指标体系

建设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03 孙英 于得水 黄国庆 王丽 原媛 6张光明

4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后疫时期高职高专不同在线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比

较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04 赵宇 杨彪静 张伟 国金玲 肖琼花

5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在线教学方面的应用 疫情专项 SJGZZ2020005 卜瑶 岳思明 张荣华 王磊 修丹丹

6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基于 OBE 理念高职院校防疫时期在线教学实践问

题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06 林宝霞 赵凤英 宋毅 齐国佳 李平

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下的课程思政建设 重点委托 SJGZZ2020007 高阳 李楠楠 董建文 付春潮 程爽

8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卓越高铁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08 王国博 马平 张宇 付春潮 董建文

9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仿真软件在数字化测图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09 姚志英 张丽娟 徐正伟 王淑媛

10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在线教学资源建设研

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10 王彤 宋薇 战璐 王欣欣 姚瑶

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对接寒地种植产业的高职进阶式创业教育改革及

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11 王磊 许鸣一 陈 晨 梁卓然 张 杰 6夏青山 7李浩淼 8郝敬友

12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标

准和考核机制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12 雍丽英 刘申 刘万村 郝双双 孙福才

6胡江川 7万千 8邱志新 9

宋小丽 10山颖

13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高水平院校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在线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
疫情专项 SJGZZ2020013 张宇 黄秋菊 陈锐 杨凤英 马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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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备注

14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和标准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14 孙百鸣 何岩松 张明明 姜湄 王东 6蔡元萍

15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与实体课堂教学衔接策略研

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15 彭彤 庞 洋 喻跃梅 陈姗姗 宋卫泽

16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基于“三教”改革的黑龙江省冰雪体育人才培养

模式与路径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16 刘巍 刘贵宝 吕秀英 熊本龙 王迪

17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疫情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机制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17 周佳 高率航 董唯 邓齐滨 陈静

18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战疫”背景下高职体育素质教育线上教学模式

与教学方法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18 武铮 王娜 郭姜丰 李鹤 周明

19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口腔医学专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及

考核机制探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19 隋红 王妍 韩立华 徐欣 张广龙

20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设计》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融合一体化应用

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20 温和 侯音 王天禹 王巍 赵敏

21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高职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线上线下教学融合一

体化的应用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21 金锦花 尹颜丽 王华欣 贾超 祁丽丽

22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重点委托 SJGZZ2020022 于景洋 杨丽英 袁忠文 刘仁涛 齐世华

2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建设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23 董娟 李梅芳 侯音 陈志佳 边喜龙

24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粮食专业群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24 王玉军 纪伟东 韩俊杰 陈文颖 李永平
6张 迪 7 李 帅 8高洪杰 9

赵 敏

25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科高职院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25 尚福久 鄂英华 孙伟 孙成田 石长宏

26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专业线上线下教学融合一

体化的课程改革应用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26 鄂英华 谭金浩 宋保卫 薛琼洁 李伊琳

27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新型林业人才培养改革

与实践研究
新农科 SJGZZ2020027 薛弘 孟祥妹 李月 郝华涛 赵振东 6鲁志强 7韩国超 8杨毅泽

28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对接世赛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工匠型人才培养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28 张志刚 王艳福 徐颜 陈祥宇 孙丙虎

6刘保滨 7张振新 8魏欣越

9刘睿昕 10 田立博 11 罗春

丽 12孙振娟 13 谭庆龙

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抗击疫情职业院校线上实训教学实践探索 疫情专项 SJGZZ2020029 于梦晗 刘居超 吴非 韩雪 张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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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基于 TC 和 ARCS 动机模型视域下高职院校在线课

程教学激励策略的计设与实践
疫情专项 SJGZZ2020030 张密丹 刘玲玲 宋涛 李春双 田苍

31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与龙江垦区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31 李洪亮 徐婵 聂爱林 刘湃 姚微 6刘天舒 7叶小秋 8时毓

32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基于“现代化大农业”视角的一省一校一所科教

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32 刘彬 李洪亮 王超 曲珅 屈高洋

6杨武军 7张珣 8秦爽 9张

红娟 10牛红云 11 孙强 12

王平 13解保胜 14 王立涛

33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双创视角下高职院校共享型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孵

化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33 曲秀琴 徐颖 张文 聂爱林 袁畅

6郭捍华 7戈娇 8赵欣童 9

杨丽 10张馨元 11 刘晓明

34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大疫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疫情专项 SJGZZ2020034 王慧颖 王云飞 王凤荣 程姗姗 国志玲

35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基于服务“六个强省”视阈的专业集群建设与产

业集群耦合发展的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35 王超 李洪亮 聂爱林 曲珅 张海军

36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农业专业群百万扩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重点委托 SJGZZ2020036 王冰 潘亚芬 孙强 于永梅 刘岩

3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疫情专项 SJGZZ2020037 姜洪雨 聂爱林 徐婵 李晓旭 刘深勇

38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新农科 SJGZZ2020038 杜长征 韩振生 赵作伟 肖兴宇 李海金 6刘洋大川

39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疫情常态化下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线上精

熟式学习策略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39 王淑桢 石明忱 周海波 王迎迎 赵颖慧

40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会计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融合一体化的应

用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40 徐云霞 刘春艳 刘红娟 张智迪 赵磊

41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1+X”证书制度研

究与实践（以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重点委托 SJGZZ2020041 吕修海 曹克刚 刘勇 孔凡坤 王立波

42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职业学院
深化“三教改革”推动高职教育信息化与教学深

度融合研究与实践
重点委托 SJGZZ2020042 王宝刚 闫玉蕾 孔凡坤 宋奇慧 马春雷

43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新农科”视域下高职院校作物生产技术专业群

建设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43 姜桂娟 邰连春 邢立伟 许纪发 童淑媛

6吴英 7刘玉兵 8姜辉 9薛

永三10聂洪臣11杜震宇12

王海龙 13柴方艳 14李晓红

15 宋凤斌 16 任海祥

44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基于新农科背景下的新型畜牧人才核心能力体系

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44 冯永谦 姜 鑫 范学伟 张学栋 李晓娟

6张绍男 7田洪峰 8刘师利

9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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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疫情背景下“343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应用研究—以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例
疫情专项 SJGZZ2020045 刘丹 李春青 王彬 聂磊 王岩

46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学习效果评价体系的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46 徐迎磊 张立华 邹明 张艳玲 李丹

47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标准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47 柴方艳 韩雪姣 孙安妮 薛永三 张雷

48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涉农类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重点委托 SJGZZ2020048 刘玉兵 姜桂娟 张静 杜震宇 马中宝

49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49 于波 李凤刚 曹延明 王树军 王国军
6黄晓梅 7刘云 8高凤文 9

高月林 10张爽

50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业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

践
新农科 SJGZZ2020050 王树军 曹延明 李凤刚 张爽 吴发远 6张雅静 7王国军 8黄晓梅

51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扩招教学管理机制及管理模式改革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51 黄晓梅 蔡金 于波 王树军 曹延明 6王国军

52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基于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三教”

改革的实践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52 陈海艳 宋大力 王竞雄 齐星辰 姜志超

53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新农科建设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53 李东阳 田培育 翟秀梅 刘中深 王守国 6王戈 7吕爽

54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服务“三农”产业的作物生产技术专业群现代学

徒制研究与实践
新农科 SJGZZ2020054 米志鹃 刘中深 胡瑞君 张凤芸 王良

6于瑞洪 7高家宁 8徐磊 9

崔会哲

55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卓越教师培养途径和标准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55 翟秀梅 刘恒 田培育 李玉平 高淑娟 6郭丽楠 7侯音 8任程坤

56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背景下高职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及应对策略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56 袁丹 王岩 魏冰冰 杨敬龙 高爽

57 黑龙江职业学院 现代农业背景下新型畜牧人才核心能力体系研究 新农科 SJGZZ2020057 陈晓华 孙耀辉 孙洪梅 时广明 牟永成

58 黑龙江职业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疫情专项 SJGZZ2020058 金忠伟 田文君 朱丽华 杨书婕 陈京京

59 黑龙江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线上教学质量监控对策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59 祝伯红 高金华 丁玉玲 袁晓初 张诗林 6李荣庆

60 黑龙江职业学院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绩效评价体

系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60 亢利平 邹洪波 付云超 宫波 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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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牡丹江大学
基于疫情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有效教

学模式研究
疫情专项 SJGZZ2020061 何春丽 王虹 那英续 丁福军 宋建国

62 七台河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扩招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研究 重点委托 SJGZZ2020062 杜春艳 李凤毅 孙鑫 高原 尹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