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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结题结果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 [2016]35 号

有关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语教指委”）

《关于开展“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立项工作的通知》（外语教指委

[2013]41 号）的精神，外语教指委组织专家对申请结题的 134 项课题进行了终期检

查和验收，现同意其中的 120 项课题结题，10 项课题延期结题，4 项课题不予结题。

同意结题的 120 项课题中，10项课题获评优秀课题,具体名单见附件。

希望通过验收的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成果，加强推广应用，实

现课题研究成果真正为教育教学服务的目的。延期结题的课题要根据专家建议加强

研究，认真修改，完善课题研究成果。

附件：

1.“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2.“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结题优秀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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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学校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名称 立项类型

1 GZGZ5414-1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常红梅 基于网络外语教学模式的学习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模式研究 重点课题

2 GZGZ5414-4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陈沧渊 基于网络英语平台的外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点课题

3 GZGZ5414-5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吴思锋 网络教学平台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4 GZGZ5414-8 黎明职业大学 曾玉华 云技术支持下的高职英语分层教学的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5 GZGZ5414-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吴寒
基于网络语言交互课程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以朗文

交互英语（LEI）网络课程实践为例
重点课题

6 GZGZ5414-11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张云勤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混合式学习的有效性研究 重点课题

7 GZGZ5414-1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天发 网络环境下高职差生英语学习动机和学习风格研究 重点课题

8 GZGZ5414-13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刘然 构建基于网络的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模式 重点课题

9 GZGZ5414-15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齐智英 高职英语网络课程学习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重点课题

10 GZGZ5414-16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普昆
网络环境下高职英语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实证研究---以河南机电高等

专科学校为例
重点课题

11 GZGZ5414-17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闻华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研究及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点课题

12 GZGZ5414-18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闫杰生
高职高专英语网络自主学习策略研究---以朗文互动式英语学习平台

为例
重点课题

13 GZGZ5414-19 郑州科技学院 韩彩虹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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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ZGZ5414-20 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黄家海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模式 重点课题

15 GZGZ5414-22 武汉商学院 魏艳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点课题

16 GZGZ5414-24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李恩亮 基于记忆原理的高职英语网络课程信息表征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17 GZGZ5414-26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颖 商务英语网络课程的建设与应用 重点课题

18 GZGZ5414-28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张翼 基于 4A学习模式的《IT行业英语》慕课建设 重点课题

19 GZGZ5414-29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韩明姬 高职《商务日语视听》课程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重点课题

20 GZGZ5414-30 沈阳师范大学 马鸿 基于网络交互式高职英语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21 GZGZ5414-31 中国医科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王奕萍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英语教学方法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22 GZGZ5414-32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苏日嘎拉图 基于网络的蒙古语授课大学生外语学习能力培养问题研究 重点课题

23 GZGZ5414-33 呼伦贝尔学院 韩丽伟 高职英语网络课程“自主与合作”学习模式的实践研究 重点课题

24 GZGZ5414-36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张丽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阅读策略研究 重点课题

25 GZGZ5414-37 淄博职业学院 刘丽洁 英语语音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重点课题

26 GZGZ5414-38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梁玲 高职英语教学维克设计模式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重点课题

27 GZGZ5414-40 西安欧亚学院 刘淑颖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重点课题

28 GZGZ5414-4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李富森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模式的研究 重点课题

29 GZGZ5414-45 宁波教育学院 翁燕文 基于无线互联网的移动学习模式在高职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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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ZGZ5414-47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吕政 基于网络的高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重点课题

31 GZGZ5414-49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谢华 网络环境下体育高职院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 一般课题

32 GZGZ5414-52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薇薇 微信学情互动交流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33 GZGZ5414-5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卢美华 基于网络语料库英汉翻译教学系统设计 一般课题

34 GZGZ5414-55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栾丽君 基于 LEI网络平台的高职英语教学资源建设与第二课堂实训模式探索 一般课题

35 GZGZ5414-56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史作政 基于网络的高职外语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研究 一般课题

36 GZGZ5414-57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魏朝夕 基于网络资源的高职《英语听力》课程信息化设计与应用 一般课题

37 GZGZ5414-6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王雪群 基于网络的高职商务翻译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一般课题

38 GZGZ5414-6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娟 生态化共享型校企互动式商英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研究 一般课题

39 GZGZ5414-6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黎雁 基于网络的“服务外包英语”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40 GZGZ5414-65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冯冰清 “小学英语教与学”微课设计与制作研究 一般课题

41 GZGZ5414-6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沈化
基于网络的英语自主学习策略在高职院校的应用研究---以广东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一般课题

42 GZGZ5414-6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宋梅梅
基于多元化、开放性公共英语课程体系构建的“职业英语系列”微课

程建设
一般课题

43 GZGZ5414-6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友良 数字化语言学习系统环境下高职外语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44 GZGZ5414-7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黄晓彤 移动课程的建设与应用---以《会展英语》为例 一般课题

45 GZGZ5414-72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霞 高职英语 MOOC 课程教学内容设计探索 一般课题



5

46 GZGZ5414-75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彬宇 高职院校高职英语“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 一般课题

47 GZGZ5414-78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太生 基于网络的东盟语种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一般课题

48 GZGZ5414-79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景志华 网络平台下的英语听说实践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49 GZGZ5414-83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安岩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多元化评价模式证实研究---以河北外国语职业

学院为例
一般课题

50 GZGZ5414-84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李英菊 高职英语写作网络互动教学平台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51 GZGZ5414-85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张磊 基于朗文英语交互平台的高职英语阅读教学系统设计与实现 一般课题

52 GZGZ5414-86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张喆 基于朗文交互平台的高职英语听力自主学习研究 一般课题

53 GZGZ5414-87 洛阳理工学院 曹瑞明 基于网络的交互英语与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54 GZGZ5414-88 洛阳理工学院 袁宏智 英国文学网络课程建设及应用 一般课题

55 GZGZ5414-89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张彦鸽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56 GZGZ5414-90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任素丽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般课题

57 GZGZ5414-91 商丘学院 单伟龙 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任务型基础英语教学 一般课题

58 GZGZ5414-93 郑州经贸职业学院 闫静 MOOC 时代英语网络教学模式探究 一般课题

59 GZGZ5414-94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葛玲 基于网络的食品专业英语多媒体课件制作的设计与研究 一般课题

60 GZGZ5414-9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铁成 职业院校外语信息化教学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索 一般课题

61 GZGZ5414-96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郭梅 基于网络的英语听说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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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GZGZ5414-97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杨美文 基于网络的商务英语教学对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研究 一般课题

63 GZGZ5414-98 武昌工学院 李娥
基于网络的三本院校高职英语“交互式”教学模式及其效度研究---

以武昌工学院为例
一般课题

64 GZGZ5414-99 武昌工学院 石立国 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高职英语分层指导模态研究 一般课题

65 GZGZ5414-101 武汉纺织大学 张红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视听说教学研究和实践 一般课题

66 GZGZ5414-102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陈红 基于网络的高职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67 GZGZ5414-103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陶贵芳 运用微课提高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探讨 一般课题

68 GZGZ5414-104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余永欢 基于网络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69 GZGZ5414-10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赵盛 基于网络的旅游英语主题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70 GZGZ5414-10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周健美 基于世界大学城的高职英语空间课程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71 GZGZ5414-107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明霞 基于大学城空间网络平台的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72 GZGZ5414-11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李细平 网络环境下三维 EFL 写作教学范式的构建与应用 一般课题

73 GZGZ5414-112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陈小华 基于职教新干线的高职实用英语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74 GZGZ5414-11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许瑛 基于网络空间的高职英语翻转课堂的实践探索 一般课题

75 GZGZ5414-114 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 杨小凤 网络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改革与建设 一般课题

76 GZGZ5414-116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姜敬爱 基于网络的高职《综合日语》课程共享型资源开发与研究 一般课题

77 GZGZ5414-117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吕松花 基于网络的韩国语写作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7

78 GZGZ5414-118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于海波 以展会为载体的会展英语听说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79 GZGZ5414-119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邱黎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 一般课题

80 GZGZ5414-120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张成国 基于网络的高职口译教学与评价研究 一般课题

81 GZGZ5414-123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武选民 基于信息技术的《外贸英语单证》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82 GZGZ5414-124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徐益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听说教学模式研究和实践 一般课题

83 GZGZ5414-126 江西理工大学 李睿
基于课堂与网络交互的体验式英语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以软件工程

专业为例
一般课题

84 GZGZ5414-127 江西理工大学 祖洁 网络立体化的高校公共英语创新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85 GZGZ5414-129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赵洪霞 基于网络的《商务英语精读》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86 GZGZ5414-130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李长友 基于网络的英语教学与高职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一般课题

87 GZGZ5414-132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徐桂丽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88 GZGZ5414-133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朱英双 基于网络的二外日语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89 GZGZ5414-134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付丽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90 GZGZ5414-135 辽宁医学院 李新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91 GZGZ5414-136 辽宁医学院 周娜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自主与协作相结合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92 GZGZ5414-138 沈阳工程学院 冯威 基于网络的英语听说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93 GZGZ5414-139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巍 基于朗文交互英语学习平台探索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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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GZGZ5414-141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冰
导师制在高职高专英语网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朗文交互英语学

习平台的使用为例
一般课题

95 GZGZ5414-14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李勇 商务英语翻译的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 一般课题

96 GZGZ5414-143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徐莉莉 基于网络的高职高专英语语言实训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97 GZGZ5414-144 集宁师范学院 梁虹 网络环境下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高职英语专业听力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98 GZGZ5414-146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李树河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听说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实证性研究 一般课题

99 GZGZ5414-147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素清 乌兰察布医专英语视听说交互学习教改方案 一般课题

100 GZGZ5414-14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纪芹 基于网络的高职日语教学模式改革 一般课题

101 GZGZ5414-14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鹏 基于校园无线网络的外语教学平台构建 一般课题

102 GZGZ5414-150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正 基于网络的高职外语课程设计及教学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103 GZGZ5414-151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刘经纬
基于网络的高职韩语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以《综合韩语》课程开发为

例
一般课题

104 GZGZ5414-152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崔娜
基于网络的商务日语方向核心课程整合优化的研究---以山东外国语

业学院为例
一般课题

105 GZGZ5414-153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姚岚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106 GZGZ5414-154 威海职业学院 管淑珍 基于网络的韩语视听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一般课题

107 GZGZ5414-156 西安工程大学 秦伟 高职英语网络听说教学中教师角色的研究 一般课题

108 GZGZ5414-157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王玉华 网络环境下高职艺术类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般课题

109 GZGZ5414-158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范玲玲 综合英语网络平台课程的应用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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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GZGZ5414-160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苏玉仙 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云平台” 教学资源库建设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111 GZGZ5414-161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霍国宏 基于网络的“商务日语函电写作”教学设计 一般课题

112 GZGZ5414-16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张雅双 微课在高职商务英语函电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113 GZGZ5414-165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啁童 在网络环境下利用 APP 软件改善高职西班牙语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114 GZGZ5414-166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丁卫军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115 GZGZ5414-168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
MOOC 环境下微课程设计研究---以高职高专“外贸英语函电”微课程

为例
一般课题

116 GZGZ5414-170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朱杨琼 基于微信平台的英语移动微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一般课题

117 GZGZ5414-171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凌来芳 高职公共英语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 一般课题

118 GZGZ5414-174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杨成青 基于网络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一般课题

119 GZGZ5414-175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孙雪梅 《企业函电英语》精品课程资源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120 GZGZ5414-17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冉思丝
“零存整取”式网络教学模式在高职商务英语单证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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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结题优秀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学校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名称 立项类型

1 GZGZ5414-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吴寒
基于网络语言交互课程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以朗文

交互英语（LEI）网络课程实践为例
重点课题

2 GZGZ5414-13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刘然 构建基于网络的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模式 重点课题

3 GZGZ5414-19 郑州科技学院 韩彩虹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点课题

4 GZGZ5414-4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李富森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模式的研究 重点课题

5 GZGZ5414-79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景志华 网络平台下的英语听说实践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6 GZGZ5414-96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郭梅 基于网络的英语听说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7 GZGZ5414-11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许瑛 基于网络空间的高职英语翻转课堂的实践探索 一般课题

8 GZGZ5414-132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徐桂丽 基于网络的外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般课题

9 GZGZ5414-143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徐莉莉 基于网络的高职高专英语语言实训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10 GZGZ5414-17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冉思丝
“零存整取”式网络教学模式在高职商务英语单证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研究
一般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