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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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结题结果的

通知 

外语教指委 [20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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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立项工作的通知》（外

语教指委[2014]27号）的精神，外语教指委组织专家对申请结题的 95项课题进行

了终期检查和验收，现同意其中的 87项课题结题，4项课题延期结题，4项课题不

予结题。同意结题的 87项课题中，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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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2.“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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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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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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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GZ5414-02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赵占香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重点课题 

2 GZGZ5414-0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马杰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的错误分析及对策研究 重点课题 

3 GZGZ5414-04 北京联合大学 赵培 基于语料库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重点课题 

4 GZGZ5414-05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池玫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评价模式探究—以句酷批改网为例 重点课题 

5 GZGZ5414-0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郭士香 基于微型移动学习的 AAWP 模式英语写作课程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6 GZGZ5414-0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陆洁瑜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重点课题 

7 GZGZ5414-08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熊有生 句酷批改网在高职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重点课题 

8 GZGZ5414-10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丹 基于大数据的提升高职应用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教学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9 GZGZ5414-11 黑龙江职业学院 贾红瑜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10 GZGZ5414-1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胡光明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特点研究---以中介语为载体 重点课题 

11 GZGZ5414-14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徐仁凤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技能培养方案研究 重点课题 

12 GZGZ5414-15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陈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体裁教学法的运用研究 重点课题 

13 GZGZ5414-16 扬州市职业大学 邵红万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评价有效性探究 重点课题 

14 GZGZ5414-17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李恩亮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海事英语写作教学与应用研究 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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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ZGZ5414-19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刘筱筠 
基于大数据的英语写作系统自动评价和教师反馈综合效度研究---以句酷

批改网为例 
重点课题 

16 GZGZ5414-24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封海燕 写作自动评价系统在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重点课题 

17 GZGZ5414-25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刘娜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自适应学习系统中学习风格模型的构建与实践 重点课题 

18 GZGZ5414-26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史洁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创新与研究 重点课题 

19 GZGZ5414-2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谢林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装备制造类学生英语写作词汇运用特点实证研究---以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重点课题 

20 GZGZ5414-28 川北医学院 杨小刚 基于语料库大数据的英语写作智能批改实证研究 重点课题 

21 GZGZ5414-29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房玉靖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商务英语应用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重点课题 

22 GZGZ5414-31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明燕 基于大数据的高专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23 GZGZ5414-32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李玉萍 大数据时代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24 GZGZ5414-34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任玉霞 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的特点和改进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25 GZGZ5414-37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刘丽洁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26 GZGZ5414-38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丽霞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类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27 GZGZ5414-39 黎明职业大学 姚丽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中连接词的使用研究 一般课题 

28 GZGZ5414-41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严涵 基于语料库智能评估下的高职英语写作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29 GZGZ5414-4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刘欧  在线写作自动评改系统在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反馈效度研究 一般课题 

30 GZGZ5414-4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吴石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外贸函电写作教学动态评价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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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ZGZ5414-45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王露芳 在线写作自动评改系统在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反馈效度研究 一般课题 

32 GZGZ5414-46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钟小立 基于句酷网的英语写作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33 GZGZ5414-4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廖素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34 GZGZ5414-4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甘丽华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35 GZGZ5414-50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唐金莲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高职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36 GZGZ5414-52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郭江虹 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37 GZGZ5414-54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黄宝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过程写作教学的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38 GZGZ5414-55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陈成 基于句酷批改网的 10 种最常见应用文写作的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39 GZGZ5414-56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玉蓉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特点分析及对策 一般课题 

40 GZGZ5414-58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海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特点及教学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41 GZGZ5414-59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丽芳 在线写作自动评改系统对提高高职高专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有效性 一般课题 

42 GZGZ5414-60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尚艳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43 GZGZ5414-64 黑龙江职业学院 张筠 基于文化大数据的成果导向型高职英语写作能力提升研析 一般课题 

44 GZGZ5414-65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许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45 GZGZ5414-66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严亚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形成性评价研究 一般课题 

46 GZGZ5414-67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郝媛媛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应用文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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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ZGZ5414-71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陈习东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48 GZGZ5414-75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杨帆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49 GZGZ5414-76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何佩蓉 基于句酷网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一般课题 

50 GZGZ5414-77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陈一莎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51 GZGZ5414-7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肖付良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评价方法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52 GZGZ5414-79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史冬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测评方法研究 一般课题 

53 GZGZ5414-80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刘春波 基于大数据的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途径研究 一般课题 

54 GZGZ5414-82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于丽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高专汽车营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研究 一般课题 

55 GZGZ5414-83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颖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过程写作的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般课题 

56 GZGZ5414-8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管俊 基于大数据的自动评价系统对高职英语写作焦虑及写作能力影响的研究 一般课题 

57 GZGZ5414-85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全军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常见错误统计与分析 一般课题 

58 GZGZ5414-86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赵明明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59 GZGZ5414-8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琼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60 GZGZ5414-91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尹立荣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61 GZGZ5414-92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康永嘉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62 GZGZ5414-93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付丽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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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GZGZ5414-97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孙云花 句酷批改网辅助下的高职英语写作测评与反馈方式的创新实证研究与应用 一般课题 

64 GZGZ5414-9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刘莹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生英语写作特点及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65 GZGZ5414-99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慧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66 GZGZ5414-100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刁烨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67 GZGZ5414-101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张文娟 高职高专英文写作模块化层进教学的探索 一般课题 

68 GZGZ5414-102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郭占燕 语料库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69 GZGZ5414-106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刘萍萍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 一般课题 

70 GZGZ5414-107 德州学院 张锦辉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71 GZGZ5414-108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晶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72 GZGZ5414-111 山西师大临汾学院 孙峰 
高职高专英语写作现状分析及大数据在我院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的实证研

究 
一般课题 

73 GZGZ5414-112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杨继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74 GZGZ5414-113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原鑫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特点研究 一般课题 

75 GZGZ5414-114 西安工业大学 李雪梅 基于句酷网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特点研究 一般课题 

76 GZGZ5414-116 阿坝师范学院 胡彩霞 基于大数据的高专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读者意识 一般课题 

77 GZGZ5414-11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朱英 
基于网络平台的同伴互评反馈模式对高职学生写作信念及文本输出质量的

影响研究 
一般课题 

78 GZGZ5414-119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肖明惠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6 

79 GZGZ5414-120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邓冬至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模式及其有效性研究 一般课题 

80 GZGZ5414-121 天津职业大学 裘颖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81 GZGZ5414-122 天津职业大学 吴媛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研究 一般课题 

82 GZGZ5414-12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王晓红 大数据时代基于句酷批改网平台高职英语写作测评体系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83 GZGZ5414-124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王志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一般课题 

84 GZGZ5414-125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 运用微信与同伴互评策略提升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之行动研究 一般课题 

85 GZGZ5414-128 丽水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陈伟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自动评价模式的研究 一般课题 

86 GZGZ5414-129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星远 基于句酷平台的《外贸函电写作》课程泛在生态学习研究 一般课题 

87 GZGZ5414-130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傅华世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即时和个性化反馈研究---以选修课《高级英

语》为例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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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创新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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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GZ5414-04 北京联合大学 赵培 基于语料库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重点课题 

2 GZGZ5414-05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池玫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评价模式探究---以句酷批改网为例 重点课题 

3 GZGZ5414-0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郭士香 基于微型移动学习的 AAWP 模式英语写作课程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4 GZGZ5414-10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丹 基于大数据的提升高职应用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教学设计研究 重点课题 

5 GZGZ5414-2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谢林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装备制造类学生英语写作词汇运用特点实证研究---以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重点课题 

6 GZGZ5414-34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任玉霞 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的特点和改进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7 GZGZ5414-4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刘欧  在线写作自动评改系统在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反馈效度研究 一般课题 

8 GZGZ5414-54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黄宝梅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过程写作教学的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9 GZGZ5414-55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陈成 基于句酷批改网的 10 种最常见应用文写作的教学活动设计 一般课题 

10 GZGZ5414-85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全军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英语写作常见错误统计与分析 一般课题 

11 GZGZ5414-8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琼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12 GZGZ5414-102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郭占燕 语料库在“以就业为导向” 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课题 

13 GZGZ5414-107 德州学院 张锦辉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研究 一般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