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及以上教改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负责人
批准时间
（年）

1
建立开放式教学模式必要的支持系统的探

索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应智国 2005

2 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综合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王自勤 2005

3 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综合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吕超 2005

4 会计专业毕业综合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沈建国 2005

5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毕业综合实践教学改

革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王伟民 2005

6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综合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范小青 2005

7
高职生实践教学过程中的非专业性职业素

质教育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林丽萍 2005

8 商科类专业教学计划制（修）订规范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徐秋儿 2005

9
集团化模式推进浙江省高职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理论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徐秋儿 2005

10
依托大型企业集团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徐秋儿 2006

11
基于校企合作的能力本位课程改革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陈丽能 2006

12 高职汽车类专业实训教学设备开发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陈开考 2008

13
汽车后服务专业应用性人才分层分类培养

模式研究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范小青 2009

14 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陈丽能 2009

15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高职课程改革行动研究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黄春麟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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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校企融合的高职实训教学互动平台的研究

与实施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徐晓玲 2009

17
高职汽车类专业核心课程“立体化”开发

研究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蒋璐璐 2010

18
高等职业教育素质与技能研究型教学模式

探索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聂华 2010

19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课程与实训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省新世纪教改 省级 马荣飞 2010

20
基于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综合实践项目教

学评价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沈建国 2013

21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标准框架研究与实

践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张伟萍 2013

22
系统化综合实践项目驱动下的高职电子商

务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袁江军 2013

23
高职学生职业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的行动研

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郭星明 2013

24
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两创”能力培

养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罗兴武 2013

25
产业援疆战略下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模式研

究与实践探索

教育教学教改
（省教育厅委托

项目）
省级 俞步松 2013

26
基于“微课”的高职《会计信息化》课程

实训课堂教改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郑楼英 2013

27
视频互动技术及虚拟现实技术在《物流信

息管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王伟 2013

28 高职经济法课程“2-3-4”教学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伍小美 2013

29
高职英语课堂基于工作过程的任务型教学

模式及其实施框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韩艳 2013

30
高职思政课协同创新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

建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赵效萍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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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职财经类课程“高效课堂”创新研究与

实践——以《成本会计实务》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张颖 2013

32
人文素质融入《经济管理基础》课程教学

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吴庆念 2013

33
基于情景学习理论的高职人文课程课堂教

学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卢巧琴 2013

34
基于“SCL教学法”的《汽车电路检修基础

》课堂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杨洁芳 2013

35
多媒体软件在酒店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原声视频配音录制教学法”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王旭东 2013

36
高职院校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葛高丰 2015

37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

徒制探索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罗振华 2015

38
产业转型背景下的中高职一体化教育管理

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姜宇国 2015

39
大数据云挖掘下的物联网专业实践学业发

展平台创新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马荣飞 2015

40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创新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罗剑 2015

41
高职财会专业税务课程内容整合与方法创
新实践—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朱丹 2015

42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以

税务实践课程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殷慧敏 2015

43
从“一元独白”走向“多元对话”——高
职《财务报告分析》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宋波 2015

44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经管类跨专业综合

实训项目开发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叶林良 2015

45
翻转课堂在《跨境电子商务》课程中的应
用研究——以“Aliexpress平台”为背景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郭建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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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基于课程基金的激励与评价机制改革--以

《企业经营决策仿真》课程为对象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张星 2015

47
基于“翻转课堂”的高职《物流信息管理

实务》课程实训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余建海 2015

48
以G20峰会为契机的行业介入式高职空乘专

业核心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崔悦 2015

49
基于翻转课堂的课程教学研究——以《物

联网案例分析》课程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陈开军 2015

50
“生命”视阈下高职体育课堂教学改革与

实践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莫月红 2015

51
“新常态”下浙江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与实践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吕超 2016

52
基于互联网大金融生态圈的高职金融类专

业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王亚芬 2016

53 课堂教学创新改革下学生选课体系的构建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邬伟强 2016

54
以企业大学与高职校互融带动高职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徐霄红 2016

55
“互联网+”时代基于大数据的学生学习过

程监测和决策系统的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 省级 俞华锋 2016

56
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动态评估模型构建与

应用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刘晓华 2016

57
“互联网+”思维下任务驱动迭代式O2O课
堂教学创新与实践—以《网络营销工具及

应用》课程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吕丽珺 2016

58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以《Linux操作系统应用》课程为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王义勇 2016

59
微时代下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学习资源的设

计与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温俊芹 2016

60
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培养：企业项目走进

市场营销专业课堂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吴爱珍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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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以“岗位定向培训”带动电子商务专业课

程综合实践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吴涛 2016

62
基于任务驱动能力进阶的《汽车车身修复

技术》课程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谢颂京 2016

63
“PBL+情景模拟”在《进出口业务操作》

课程中的应用与创新实践研究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殷宝庆 2016

64
基于“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 ——
以高职物流专业《仓储机械操作》课程为

例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余名宪 2016

65
走向职场——《商务职业法律风险与防范

》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堂教学改革 省级 余友飞 2016

66
“互联网+”O2O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以《连锁经营管理》课程为对象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刘娇 2018

67
基于“现代学徒制”构建系统性教学项目

——以我院市场营销专业为例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童旭红 2018

68
基于互联网+工作室四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汪永华 2018

69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改
革探索与实践——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王细红 2018

70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思政”的

教学改革与实践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吴兰花 2018

71
助力“诊改”：构建基于ISO9000的高职会

计专业教学质量评价诊断指标体系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谢冰 2018

72
提高不同层次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文

献阅读能力的方法研究和实践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谢永良 2018

73
基于诊断与改进模式的混合式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余建海 2018

74
新时代下高校互联网+“课程思政”教学研
究与改革探索——以《企业审计实务》B 

混合式教学改革为例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郑伟 2018

75
信息技术支持下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与实践——以《财政与金融》课程为例

“十三五”第一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周建荣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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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基于“三教改革”的《进出口商品归类》

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研究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王怡静 2019

77
校企深度合作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混合式教
学改革探索与实践---以《汽车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课程为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佘翔 2019

78
基于“互联网+”视域下O2O多维交互式教
学模式研究---以《二手车交易》课程为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张瑜 2019

79
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质量多元评价体

系研究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陈晔武 2019

80
“互联网+”创新创业背景下基于“项目驱
动”的“跨境电子商务实务”课程创新与

实践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王杰 2019

81
云平台下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VBSE财务仿真综合实训》课程为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赵婕 2019

82
深化产教融合融入课程思政、1+X证书的专
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以《中小企业理

财实务》为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傅凌燕 2019

83
基于“现代和谐职业人”培养的高职生态

美育研究与实践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潘军 2019

84
信息化视角下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
应用研究---以《创新与创业实务》课程为

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席佳颖 2019

85
基于教学诊改的专业建设标准体系构建与
实践---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十三五”第二
批教学改革

省级 陈卿 2019

86
“岗、证、课、训、赛”融合的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研究——以《国际贸易实务》课

程为例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王婕佳 2021

87
基于新媒体赋能的《茶艺茶道》课程思政

教学创新与实践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杨祎辰 2021

88
“一主线双课堂三孵化四递进”的课程思
政实践路径研究——以《连锁经营管理》

课程为例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刘娇 2021

89
“互联网+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以《财政与金融》课程为例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姚建锋 2021

90
新时期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丁际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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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产教融合背景下“学训赛”教学一体化的
专业思政课程体系研究——以关务与外贸

服务专业为例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
省级 芮宝娟 2021

92
国家高水平专业群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思政

载体与方法创新团队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示范基层教

学组织
省级 张妮佳 2021

93 企业审计实务课程教学团队
第一批省级课程
思政示范基层教

学组织
省级 郑伟 2021

合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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