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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专项课题 

（第一类）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 

课题简介：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人才

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促使教育形态与资源的极大创新和拓展，要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各环节、人才培养全过程，纵深推进大

学生创新创业研究；推动形成就业从业教育模式到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的转变，形成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新局面；推动通过创新

创业教育，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学习、校内外协同。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3 项，重点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6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创新创业教育分会 

联 系 人：凌家慧、黄伟芳，联系电话：021-35081892 

邮    箱：ieec_2020@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288 号上海财经大

学创业中心 205，邮编：200433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限定） 

(1)新冠疫情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影响研究； 

(2)新发展阶段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评估和建设研究； 

(3)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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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课题（包含但不限定） 

(1)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 

(2)“四新”建设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本范式研究； 

(3)创新创业知识图谱与虚拟教研室运行研究； 

(4)产教融合与双创课程改革研究； 

(5)元宇宙与创新创业教学变革研究； 

(6)“互联网+”大赛案例库研究； 

(7)创新创业教育与五育融合研究； 

(8)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研究； 

(9)创新创业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 

 

（二）大学素质教育研究 

课题简介：围绕大学素质教育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

究。研究内容要求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使命，

探索新时代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规律、路径与模式。课题研究要求

在研究视角、学术观点、理论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创新成果和突

出特色，为引领大学素质教育发展、服务政府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理

论、方法与经验支撑。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5 项，重点课题 15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3-5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隋艺，联系电话：010-6891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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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cale_2011@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北京理

工大学远志楼 424，邮编：1000081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新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调查与大数据建设； 

(2)新时代国防素质教育内容与路径研究； 

(3)现代大学书院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4)基于新农科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素质教育探索。 

2.重点课题 

(1)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素质教育； 

(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素质教育； 

(3)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背景下的素质教育； 

(4)新时代素质教育内涵与培养体系研究； 

(5)素质教育通识课程教学创新； 

(6)素质教育与高校教师发展； 

(7)课程思政与素质教育； 

(8)大学素质教育评价研究； 

(9)智能时代的素质教育； 

(10)素质教育的大中小学衔接。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 

课题简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专项课题面向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课题研究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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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辅导员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学术研究水平和育人能力，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题研究围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发展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3 项，重点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1 万元/项，重点课题 0.6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辅导员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高英豪，联系电话：0531-88366605 

邮    箱：fdyketi@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济南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明

德楼 C509，邮编：250100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 

(2)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研究； 

(3)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信息化建设研究。 

2.重点课题 

(1)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时代新人培育研究； 

(3)高校网络育人研究； 

(4)高校心理育人研究； 

(5)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6)新时代高校数字思政教育研究； 

(7)高校安全稳定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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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画像研究； 

(9)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精准赋能平台建设研究； 

(10)高校辅导员成长发展研究。 

 

（四）新财经建设与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促进“新财经”领域教学资源库、新文科实验室、

虚拟教研室、一流学科、一流课程、教材、师资能力提升等建设，推

动中国高等财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完善“新财经”教育体系，

总结新财经视域下的高等财经教育和人才培养实践经验，本课题要围

绕“新财经建设研究与实践”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5 项，重点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3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联 系 人：李海龙，联系电话：010-88191600,88191039 

邮    箱：cfea@e-courses.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新知大厦

1039，邮编：100036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混合式金课建设与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2)校企合作数据科学实验室建设研究与实践（数字经济实验室、

金融科技实验室、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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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管学科虚拟教研室建设； 

(4)新财经微专业项目建设与实践。 

2.重点课题 

(1)经管类一流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财经数据科学课程建设（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数据素养教育

等）； 

(3)经管类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4)财经图书馆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5)基于“新财经”理念的财经学科一流教材建设研究。 

 

（五）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课题简介：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构建

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及保障体系，围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评

价改革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4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教育管理分会 

联 系 人：史安璐，联系电话：62772802 

邮    箱：gjglf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文南楼 4 层教育

研究院，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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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2.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3.交叉学科建设路径研究； 

4.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六）高等农林教育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

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汇聚专家资源优势，发挥高等农林教育

分会新型智库作用，推进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高等农林

教育研究”专项课题申报工作。课题主要围绕高等农林教育改革与发

展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解决路径等方面，以新农科建设为统领，

聚焦重点和难点开展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2 项，重点课题 4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农林教育分会 

联 系 人：亓莹莹、邓淑娟，联系电话：010-62736241,13911995917 

邮    箱：gdnljy@ca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中国农业大

学图书馆 7302，邮编：100083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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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研究。 

2.重点课题 

（1）面向“四新”的专业建设研究； 

（2）知农爱农新型人才能力体系构架与培养研究； 

（3）涉农高校耕读教育机制与模式研究； 

（4）农业工程教育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 

 

（七）教育现代化与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研究 

课题简介：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了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加强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围绕

教育现代化与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4 项，重点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3 万元/项，重点课题 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师教育分会  

联 系 人：王楠楠，联系电话：15501055996 

邮    箱：jsjyfh@b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英东楼

604 王楠楠老师（收），邮编：100875 

课题指南： 

1.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型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2.教师教育协同提质的路径研究； 

3.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教师定向培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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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范类“双一流”建设评价机制研究； 

5.师范生有效学习机制研究； 

6.“双减”背景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作负担调查研究； 

7.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素养导向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8.教师教育者专业学习与发展研究； 

9.高质量教师培训体系构建研究； 

10.教师教育循证实践模式与效果研究。 

 

（八）教育基金工作创新性及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课题简介：高校基金会在学校的发展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加强对基金会创新性及可持续性的研究，有助于基金会持续为

学校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各申报单位围绕“教育基金工作创新性及可

持续性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针对性和时效性，

形成一批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申报单位可以从不同层面、

不同视角，根据研究内容确定具体题目，指南内容仅供参考。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4 项，重点课题 8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顾佳明，联系电话：0571-88981792/18258862569 

邮    箱：jyjjfh@zj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浙

江大学校友活动中心 204 室，邮编：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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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国外一流大学基金会治理模式研究； 

(2)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3)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战略研究； 

(4)大学教育基金会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5)大学教育基金会队伍专业化研究。 

2.重点课题 

请根据研究特长自拟研究题目。 

 

（九）教育数学与大学数学教学改革 

课题简介：教育数学是由张景中院士提出来的介于数学和教育学

之间、以数学为主的新兴交叉学科，其核心就是把数学变容易，以提

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数学素养。本课题以

教育数学为指导，对大学数学教学改革及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深入研究，

促进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可持续发展。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3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特别说明：建议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按批准经费额度 1:2 配套 

分支机构：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何卓衡，联系电话：15921810027 

邮    箱：zhuohenghe@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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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F213，

邮编：200444 

课题指南（包含但不限定）： 

1.教育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研究； 

2.基于教育数学思想的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 

3.高校教师的教育数学方法的实践。 

 

（十）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重点领域研究 

课题简介：高等教育信息化战略与重点领域研究课题面向国内高

校，着力于研究高校信息化发展重大问题、探讨高校信息化发展趋势

和基本路径。课题主要围绕高校信息化发展态势、发展战略、重点领

域、前沿技术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4 项，重点课题 4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6 万元/项，重点课题 3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原则上 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育信息化分会 

联 系 人：李振锋、陈怀楚，联系电话：18336307767、13701096005 

邮    箱：cheia@tsinghua.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

A570，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高校信息化发展状态、趋势与热点研究； 

2.高校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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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数据治理研究； 

4.高校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 

5.高校信息化前沿技术研究。 

 

（十一）高校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全

面贯彻党的劳动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紧扣高校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劳动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研究、劳动教育评

价体系和实施路径、劳动实践基地运行策略等主题展开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8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谢颜，联系电话：010-88561650 

邮    箱：ldjyzx@culr.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唯实楼 503，邮编：100048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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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过程评价体系研究； 

(2)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实施路径研究； 

(3)劳动教育融入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 

(4)国际比较视角下服务学习类高校劳动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研

究； 

(5)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风险防控体系构建； 

(6)教育服务外包支撑劳动教育实践教学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7)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认定标准； 

(8)新时代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常态运行策略研究。 

 

（十二）高等理科教育研究 

课题简介：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

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强高等理科教育战略研究。围绕

全方位谋划高等理科教育人才培养，优化结构布局，聚焦在选拔、培

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的研究，推动

我国高等理科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2 项，重点课题 8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韩文英，联系电话：0931-8912165 

邮箱：lkjy@lz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兰



 

17 

 

州大学教务处），邮编：730000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限定）： 

（1）高等理科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2）高等理科拔尖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研究。 

2.重点课题（限定）： 

（1）高等理科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2）高等理科拔尖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研究； 

（3）“四新”专业与高等理科之间的关系研究； 

（4）高等理科教师发展与能力提升研究。 

 

（十三）新时代中国高校美育发展与改革研究 

课题简介：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美育工作、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的号召，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高校

美育工作的相关部署，引领和推动我国高校美育事业发展，特设立本

课题，围绕高校美育政策研究、教学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建设等核心

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3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3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美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邹关调，联系电话：18668011040 

邮    箱：myzwh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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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恕园 20 号楼 102 办公室，邮编：311121 

课题指南： 

1.高校美育政策和制度研究; 

2.高校美育教学改革研究; 

3.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研究。 

 

（十四）实验室管理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发挥广大会员高

校开展实验室管理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搭建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

者学术研究平台，设立实验室管理研究课题。课题围绕高校实验技术

队伍建设、实验室安全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实验室管理信

息化、实验教学发展等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

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0 项，重点课题 25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3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3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 

联 系 人：潘茜，李霞，联系电话：010-62753912，021-34206085 

邮    箱：panxixi@pk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勺

园 5 甲 414，邮编：100871，收件人：潘茜 

课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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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2.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3.高校实验室安全标准实证研究； 

4.高校实验室危机防范机制调研与对策研究； 

5.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6.高校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7.高校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8.高校实验室管理信息化建设调研与对策研究； 

9.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10.高校实验教学发展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 

11.高等职业院校实验实训基地现状调查研究。 

 

（十五）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 

课题简介：为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精神，落实教育部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推进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等有关精神，充分发挥数字化课程资

源研究分会广大会员单位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与应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探索高等院校在线课程资源建设与发展中重要的现实问题，提供

有价值的实践指导、经验总结与案例支撑，设立本课题。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3 项，重点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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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 

联 系 人：贾巍巍、李晓秋、杨漾 

联系电话：13911606073、13701332836、18910250630 

邮    箱：cahe_sz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富盛大厦 1

座 22 层，邮编：100029。杨漾（18910250630）收 

课题指南：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课程建设”研究； 

2.“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课程建设的数字化实施路径”研究； 

3.“数字化背景下的教学有效性及评价”研究； 

4.“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类金课建设实践及评价”研究； 

5.“数字化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融合发展模式及实践”研究。 

6.其他。 

 

（十六）新时代高等特殊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 

课题简介：为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办

好特殊教育”“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号召，深入落实《“十四五”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高等特殊教育质量，推动高等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特设立本

课题，围绕师范生特殊教育素养养成、高等特殊教育政策、高等融合

教育支持保障和学科专业建设发展等核心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2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mailto:cahe_sz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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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特殊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边丽，联系电话：010-67616953 

邮    箱：gdtj@bu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巷甲一号，邮编：

100075  

课题指南： 

1.强师计划中师范生特殊教育素养养成研究； 

2.特殊教育师范专业建设研究； 

3.高等融合教育资源支持研究； 

4.高等特殊教育政策研究； 

5.特殊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 

 

（十七）高校体育发展与应用研究 

课题简介：本课题旨在探索体育在高校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定位，

为增强育人功能、提高教学质量、完善管理体制、优化场馆设备、增

加科技比重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帮助。课题从人的身体、心理、

社会适应和价值观四个维度，围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科学之

间的关系，对高校体育的内生动力和教育功效的历史与现状、结构与

功能、科学与技术、健康与疾病、运动与体能等的发展规律、评价方

法进行研究，为进一步推进高校体育的整体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5 项，重点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0.5 万元/项，重点课题 0.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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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体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阎守扶，联系电话：13520038157 

邮    箱：yanshoufu@cupes.edu.cn，Sswk2016@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11 号首都体育

学院，体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邮编：100191 

课题指南： 

1.党在不同时期有关高校体育发展政策的历史背景与价值研究; 

2.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研究; 

3.高校师资队伍与教学质量提升研究; 

4.高校体教融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研究; 

5.网络技术在高校体育教学资源整合与应用的创新研究; 

6.高校体育教学与课程发展研究; 

7.高校体育教材建设研究; 

8.高校体能训练新方法研究; 

9.高校体育竞赛创新研究; 

10.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研究; 

11.高校体育社团与群体建设研究; 

12.高校教师身体健康与运动参与研究; 

13.高校体育产业研究; 

14.高校体育政策与法规研究; 

15.高校体育国际化比较研究。 

 

（十八）高校统战工作研究 

课题简介：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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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动高校统战工作事业发展，围绕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热点、难点问

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5 项，重点课题 15-25 项，根据申报课题质

量确定最终立项数量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2 万元/项，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统战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章虹，联系电话：0931-8913508 

邮    箱：dwtzb@lz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兰

州大学贵勤楼 B527,邮编：730000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2)高校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贯彻落实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研究； 

(3)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2.重点课题 

(1)加强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构建高校大统战工作格局现状与问题研究； 

(3)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4)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对策研究； 

(5)高校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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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科学研究 

课题简介：本课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两度给留学生回信重要论述的精神，贯彻落实

教育部等八部委《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做

强“留学中国”品牌为目标，围绕构建新时期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系、

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来华留学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理论与实

践问题展开研究。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2 项，重点课题 5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5 万元/项，重点课题 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所学校最多推荐申

报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会员单位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联 系 人：张斌，联系电话：010-66093575，025-83592596 

邮    箱：cafsa_xueshu@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8 号曾宪梓

楼，邮编：210093 

课题指南： 

1.重大课题 

(1)国际学生生源质量评价及录取标准研究；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学生中的价值认同及推广研究。  

2.重点课题 

(1)国际学生发展的区域国别研究； 

(2)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3)国际学生校友工作现状及发展研究； 

(4)高职院校国际学生培养、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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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教育策略与实施路径研究。 

注：重大与重点课题必须依照指南规定的命题进行申报，不接受

自拟题目。 

 

（二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课题简介：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推动高校宣传队伍

在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思想教育、文化建设、文明培育等领域研究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宣传工作研究分会联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置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专项课题，围绕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不多于 5 项。 

经费额度：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1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宣传分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申报要求：此类课题需经申报人所在高校宣传部门把关审核后，

由宣传部统一报出，邮件中请注明宣传部联络人姓名、职务、联系方

式等信息，不接受个人或其他部门报送 

分支机构：宣传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郝梦倩，汤嫣 

联系电话：010-51688429/010-51685973 

           18202691571/15201326686 

邮    箱：xcfhmsc@bjtu.edu.cn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3 号北京交通大学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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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指南：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2.围绕重大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3.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5.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工作机制研究； 

6.高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机制研究; 

7.融媒体时代高校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创新研究； 

8.高校文化育人路径创新研究。 

注：申报者需围绕上述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可结合工作实际，拟

定课题名称，但不可在上述范围之外选题。 

 

（二十一）加快构建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研究 

课题简介：课题研究聚焦高校对于落实新时代人才战略的重要作

用，围绕“十四五”期间人才工作的机遇与挑战、高校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引育结合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等重点研究问题，探索高校高

质量人才平台建设全新路径，提升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能力，加快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5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 

联 系 人：车轩，联系电话：0431-85166565/1514301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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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sihrdihl@jl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

学鼎新楼 A630，邮编：130012 

课题指南： 

1.新时代人才事业发展规律研究； 

2.引育并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3.引才引智工作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4.新形势下柔性人才引进专题研究； 

5.外国专家在华待遇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6.学科建设与创新型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7.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研究； 

8.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引进与战略科学家培养研究； 

9.科研创新高地构建与新时代国际科研合作形式研究； 

10.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五唯”现象分析与对策研究； 

11.提升高校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与加快创新平台建设研究； 

12.优化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精准服务研究。 

 

（二十二）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院校特色发展研究 

课题简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稳步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呈

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对院校研究带来新

的机遇与挑战。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升院校研究水平，促进院校特色发展，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联合院校研究分会设立“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院校特色发

展”专项课题。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5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28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 

联 系 人：李慧新，联系电话：15827613639 

邮    箱：irchina2007@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理工大学马房

山校区东院行政楼 5 楼 501，邮编：430070 

课题指南： 

1.校长如何影响院校发展？——基于新中国不同时期大学校长的

案例研究; 

2.综合类民办高校特色发展与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3.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 

4.民办高校院校研究困境与出路研究; 

5.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差异化培养模式研究。 

 

（二十三）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服务高职院校内涵式

发展，围绕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从类型特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课题研究，进而通过课题引导，推动

高等职业教育科研水平，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 

立项数量：重大课题 10 项，重点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重大课题 0.8 万元/项，重点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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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职院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

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联 系 人：王玉龙，联系电话：0571-86739353,17764537010 

邮    箱：wangyulongwork@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高教园区学源

街 118 号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邮编：310018 

课题指南： 

1.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2.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高等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能力提升研究； 

4.技能型社会的理论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 

5.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6.职教高考制度的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 

7.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8.高职院校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9.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及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10.国家资历框架构建及 1+X 证书制度实施研究； 

11.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 

12.高职院校就业创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13.高职院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实践研究； 

14.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研究； 

15.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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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分支机构自设

课题（第二类） 

 

（一）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学校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师生身

心健康、破坏教学秩序、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为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

教育管理工作，培养良好健康意识和卫生习惯，提高师生自我保护意

识与应急能力，为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保健医学分会围绕常见传染病、高校急救与运动损伤等内容，鼓

励多种形式开展实践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7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保健医学分会 

联 系 人：胡永国，联系电话：13370706575 

邮    箱：158249192@qq.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西南大学，邮

编：400715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限定） 

（1）高校结核病防控现状及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2）高校开展急救教育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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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课题（包含但不限定） 

（1）高校医疗机构药学服务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2）专注力训练预防大学生运动损伤的调查研究； 

（3）自我牵伸在高校师生慢性非特异性颈痛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

究； 

（4）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专题资料包的制作及推广研究； 

（5）高校社区老年人公共卫生服务现况及对策研究； 

（6）运动康复课程在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开设的可行性研究； 

（7）高校艾滋病综合防控“一站式”服务模式研究。 

 

（二）数智时代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面对全球数字化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浪潮，准确把握数

智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主

动适应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变化，应

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升级，

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

伍，推动国家在创新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25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经费自筹，申报单位自

行配套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创新创业教育分会 

联 系 人：凌家慧、黄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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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35081892、18816926181、17721174256 

邮    箱：ieec_2020@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288 号上海财经大

学创业中心 205，邮编：200433 

课题指南（包含但不限定）： 

1.数智时代创业管理专业建设和学位设计研究； 

2.数智时代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3.数智时代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4.数智时代第二课堂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研究； 

5.数智时代社会创业导向的人才培养范式研究； 

6.数智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模型研究； 

7.数智时代创业者学习能力提升研究； 

8.数智时代创新创业虚拟教研室建设和管理研究； 

9.元宇宙与创新创业学习场景研究； 

10.数智赋能创业管理变革研究； 

11.其他自拟题目。 

 

（三）大学素质教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本课题旨在充分发挥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的群众性

科研作用。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大学素质教育领域的针对性、具体性问

题开展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探索、评价研究等，服务素

质教育的改革实践。  

立项数量：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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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隋艺，联系电话：010-68918556、18626668799 

邮    箱：cale_2011@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北京理

工大学远志楼 424，邮编：1000081 

课题指南： 

1.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背景下的素质教育； 

2.素质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索； 

3.素质教育通识课程教学创新； 

4.素质教育与高校教师发展； 

5.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 

6.素质教育与书院制度探索； 

7.课程思政与素质教育； 

8.大学素质教育评价研究； 

9.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 

10.智能时代的素质教育； 

11.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12.一流学科建设与素质教育； 

13.素质教育的国际比较； 

14.素质教育的大中小学衔接。 

 

（四）地方大学改革与发展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本课题围绕地方大学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

题开展研究，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旨在

推动地方大学强特色、创一流，全面提升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根本

质量、支撑引领区域社会经济的服务质量以及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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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的整体质量。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5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经费自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分会会员单位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司珊珊，联系电话：0371-67781807、17339157730 

邮    箱：dfdxfh@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0 号郑

州大学行政楼 612 室，邮编：450001 

课题指南： 

1.“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路径研究； 

2.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建设研究； 

3.地方大学“学部制”改革研究； 

4.地方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 

5.地方应用型大学服务区域优势产业战略研究； 

6.地方大学区域性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研究； 

7.中西部地方高校集群式发展战略研究。 

 

（五）新财经建设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促进“新财经”领域教学资源库、新文科实验室、

虚拟教研室、一流学科、一流课程、财经期刊、案例、师资能力提升

等建设，推动中国高等财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完善“新财经”

教育体系，总结新财经视域下的高等财经教育和人才培养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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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将围绕“新财经建设改革实践研

究”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0 项，一般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 0.3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联 系 人：李海龙，联系电话：010-88191600/1039、18611760088 

邮    箱：cfea@e-courses.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新知大厦

1039，邮编：100036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混合式金课建设与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2）基于“新财经”理念的财经学科一流教材建设研究； 

（3）校企合作数据科学实验室建设研究与实践（数字经济实验室、

金融科技实验室、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平台等）；  

（4）经管学科虚拟教研室建设； 

（5）财经数据科学课程建设（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数据素养教

育等）； 

（6）新财经微专业项目建设与实践； 

（7）经管类一流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8）经管类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9）财经图书馆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2.一般课题 



 

36 

 

（1）基于智慧与共享的数据科学空间建设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  

（2）一流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 

（3）一流金课建设及申报； 

（4）经管学科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 

（5）教学案例研发与案例教学； 

（6）财经期刊服务学科发展与科研创新； 

（7）高校图书馆服务经管学科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提升。 

 

（六）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深化评价体制机制改革，

反思现有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模式，加深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设立“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实践研

究”课题，围绕相关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一般课题 6 项 

经费额度：一般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教育管理分会 

联 系 人：史安璐，联系电话：010-62772802、15101146479 

邮    箱：gjglf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文南楼 4 层教育

研究院，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路径及成效评价； 

2.创新教师科研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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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叉学科建设路径研究； 

4.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5.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6.产教融合机制研究。 

 

（七）新商科人才培养与体制机制创新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新商科”是在现有商科发展基础上，为回应科技、社

会、经济带来的新的挑战，对传统商科进行学科重组交叉，将新技术

融入商科课程，用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

教育，是突出中国理论与方法的商学教育，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全新培

养模式。为进一步推动“新商科”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商科

教育分会设立课题，围绕新商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8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商科教育分会 

联 系 人：倪老师，联系电话：025-58313361、13851662753 

邮    箱：221194@na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 86 号 

南京审计大学沁园 1 号楼 305 室  邮编：210086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新商科背景下地方高校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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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课题 

（1）新商科教育改革中的数字化课程体系研究； 

（2）新商科背景下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研究； 

（3）新商科背景下经济学传统专业改造升级研究； 

（4）新商科视角下西部地区旅游管理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5）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商科人才培养研究； 

（6）大数据零售时代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造研究； 

（7）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电子商务专业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探索； 

（8）高等商科教育改革中的其他重要问题研究。 

 

（八）新时代能源动力类人才培养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主动适应国家“双碳”战略需求，努力培养综合素质

更高的复合型人才，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课题结合能源动力类专业特点，围绕高质量新

工科建设，开展能源动力类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研究，探索课程思

政与专业培养的有机融合。课题申报应结合指南中 5 方面的其中一方

面展开。课题研究成果至少需要在高等学校工程热物理全国学术会议

上发表 1 篇教学研究论文。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工程热物理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王海，联系电话：1850266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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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kingsea@tj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34 教

学楼，邮编：300354 

课题指南： 

1.新工科背景下能源动力类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2.碳中和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与机制研究； 

3.新工科背景下能源动力类高校科研与教学协同发展研究； 

4.能源动力学科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5.能源动力类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 

 

（九）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全面推进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红

色资源优势，形成继续教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的合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分会组织本领域管理及教学人员，

围绕“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实践”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6 项，一般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继续教育分会 

联 系 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010-62753977、15120077145（微信同号） 

邮    箱：hrh@pk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勺

园 5 号楼 212 室 继续教育分会秘书处何瑞昊（收），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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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指南（包括但不限于）： 

1.重点课题 

（1）高校红色基因融入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典型案例研究； 

（2）推进继续教育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研究； 

（3）高校继续教育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与实现路径； 

（4）高校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实施的质量保障体系； 

（5）高校继续教育课程思政教研机制及教学团队建设机制研究； 

（6）基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高校教育培训课程思政体系研究。 

2.一般课题 

（1）高等学校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2）高校继续教育思政课程教学实效性与质量提升研究； 

（3）高校继续教育思政课程教学设计典型案例研究； 

（4）高校继续教育思政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5）新时代继续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力研究； 

（6）高等学校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典型案例挖掘、整理与研究； 

（7）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研究； 

（8）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 

 

（十）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了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设，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教师教育分会将围绕加强高质量教

师队伍建设与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建设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8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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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师教育分会 

联 系 人：王楠楠，联系电话：15501055996  

邮    箱：jsjyfh@b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英东楼

604 王楠楠老师（收），邮编：100875 

课题指南： 

1.中小学教师思想政治建设研究； 

2.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3.师范教育基地建设研究； 

4.大学-政府-学校（U-G-S）协同下区域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研究； 

5.职前教师理论与实践融合教育状况与成效研究 

6.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研究； 

7.高校助力地方构建优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路径研究； 

8.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研究； 

9.中小学劳动教育师资现状调查研究； 

10.中小学科学教育师资现状调查研究； 

11.“双减”背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作负担调查研究； 

12.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素养导向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策略研究； 

13.卓越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 

14.教师精准培训改革路径研究； 

15.提升在线教师研修有效性的路径研究； 

16.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研究； 

17.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政策实施路径与效果评价研究; 

18.新课标背景下易地搬迁地区中小学教师学科核心素养协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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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十一）教育基金工作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我国高校基金会整体发展趋势良好，各高校基金会在

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高校基

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旨在研

究国内高校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各申报单位围绕教

育基金相关工作展开研究，形成具有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为基金会的

发展提供可供参考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申报单位可以根据各自的

研究内容确定具体题目，指南内容仅供参考。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6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顾佳明，联系电话：0571-88981792、18258862569 

邮    箱：jyjjfh@zj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浙

江大学校友活动中心 204 室，邮编：310058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高等教育慈善文化及其育人功能研究； 

(2)教育基金会治理模式研究； 

(3)教育基金会工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4)教育基金活动品牌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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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基金会工作激励机制创新研究； 

(6)教育基金工作信息化建设研究； 

(7)教育基金会筹款人胜任力研究。 

2.一般课题 

请自拟研究题目。 

 

（十二）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质量文化案例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为进一步调动会员单位和会员研究积极性，增强组织

凝聚力，发挥教育评估分会专业影响力，彰显教育评估分会“学术立

会，服务兴会”的宗旨，紧紧围绕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需要，重点

聚焦课堂教学改革与教学评价，大学生学习类型与学习成效评价，优

秀教师教学经验研究，学校质量文化建设典型案例等方面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注：结项鉴

定为“示范案例”的一般课题，后期资助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1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缴纳教育评估分会 2021、2022 年会费的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育评估分会 

联 系 人：杜瑞军，联系电话：13241830046 

邮    箱：gjpg@b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100875 

课题指南： 

1.高校典型教学改革案例研究； 

2.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研究； 

3.大学生学习特点与学习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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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秀教师教学成长经验研究； 

5.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案例研究； 

6.其他有关高校质量保障与质量评估的研究（题目自定）。 

 

（十三）教育数学理论研究与实践 

课题简介：改造数学使之更适宜于教学和学习，是教育数学的目

标，教育数学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数学教育观的反映。进一步开展教育

数学的理论研究以及教学实践，既可以吸收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

又对数学研究成果材料进行改造创新优化，对数学的研究与教育都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开设“教

育数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课题，围绕教育数学理论、数学教学改革与

教学实践、数字化数学教学资源建设等内容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5 万元/项，一般课题 0.2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和中学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

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特别说明：建议课题承担单位按批准经费额度 1:1 配套 

分支机构：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何卓衡，联系电话：15921810027 

邮    箱：zhuohenghe@sh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上海大学 

F213，邮编：200444 

课题指南（包含但不限定）： 

1.教育数学理论研究； 

2.数学教学改革研究及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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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教育数学思想的数学教材建设研究； 

4.基于教育数学思想的数学课程建设研究； 

5.智能数学教育软件开发与研究； 

6.数字化数学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7.教育数学与课程思政研究； 

8.基于教育数学思想的数学科普研究； 

9.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实践经验研究。 

 

（十四）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课题面向国内高校，着力于研究

高校信息化发展要素、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课题主要围绕高校信息

化发展体制机制、标准规范、创新应用、关键技术开展专题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18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原则上 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教育信息化分会 

联 系 人：李振锋、陈怀楚 

联系电话：18336307767、13701096005 

邮    箱：cheia@tsinghua.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

A570，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高校信息化体制机制研究； 

2.高校信息化标准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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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 

4.高校信息化创新应用研究； 

5.高校信息化其他方面研究。 

 

（十五）高等理科教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

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强高等理科教育战略研究，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设立课题，围绕全方位谋划高等理

科教育人才培养，优化结构布局，聚焦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

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的研究，针对高等理科教育的热

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推动我国高等理科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0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5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4 项

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韩文英，联系电话：0931-8912165、15588983329 

邮箱：lkjy@lz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兰

州大学教务处），邮编：730000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高等理科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2）高等理科拔尖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研究； 

（3）“四新”专业与高等理科之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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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理科教师发展与能力提升研究。 

2.一般课题 

（1）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现状分析和未来发展战略研究（可分专业

申报）； 

（2）新时代下高等理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3）高等理科教育实践教学实施路径研究与探索； 

（4）高等理科教育的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 

（5）高等理科人才培养中的通识教育研究； 

（6）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高等理科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 

（7）高考改革对高等理科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 

（8）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高等理科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9）欧美发达国家“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现

状和发展战略（可以分专业申报）； 

（10）目前国际局势对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的影响。 

 

（十六）新时代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深

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加强高

校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

断深化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

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

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但是，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如何一体行使

党的纪律检查权和国家监察权还需进一步探索。本课题要围绕深化高

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高校监督体系，建设高校廉洁文化等方面

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12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1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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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1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廉政分会会员单位申报，同一个会员单

位最多推荐 2 项课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廉政建设分会 

联 系 人：张老师，联系电话：010-62791765、13910587105 

邮    箱：lzjsfh@tsinghua.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 号清华大学工字

厅 E45，清华大学纪委办公室，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察职责的探索与实践； 

2.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破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愿监督”的

探索与实践； 

3.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深化开展政治监督的方式方法； 

4.高校内部建设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5.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研究； 

6.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措施使用的探索与实践； 

7.高校开展廉洁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8.高校纪检监察专兼职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十七）美育理论与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进

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各

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设立

“美育理论与改革实践研究”课题，围绕中华美育精神传承创新、高

mailto:lzjsfh@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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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美育精品教材建设等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一般课题 6 项 

经费额度：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美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邹关调，联系电话：18668011040 

邮    箱：myzwh7@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恕园 20 号楼 102 办公室，邮编：311121 

课题指南： 

1.中华美育精神传承创新研究； 

2.当代新媒介语境下的美育问题研究； 

3.中西美育思想比较研究； 

4.国际前沿美育理论研究； 

5.高校高水平艺术团建设研究； 

6.高校美育精品教材建设研究。 

 

（十八）新时代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适应秘书学进入本科目录后秘书学专

业教育发展和《秘书学本科专业教学国家质量标准》的新要求，推进

秘书学专业教育新的改革和创新，培养新时代需求的适用型秘书人才，

本课题围绕新时代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秘书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与

实践等方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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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2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3 万元/项，一般课题 0.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秘书学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郝银奎，联系电话：13521271936 

邮    箱：bjmsxhKT@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 8号 D303室，邮编：

100040 

课题指南： 

1.高等院校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 

2.“新文科”背景下秘书学本科专业标准体系建设与实践路径研究； 

3.“新文科”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秘书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4.疫情背景下高校秘书类专业校内实习实训模式创新研究。 

 

（十九）优秀设计人才培养特色与路径研究 

课题简介：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战略，践行设计学科高质量发展，

探讨新时代设计人才培养新格局、新路径、新发展，总结设计教育现

状、激发创新潜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结合当前

设计教育的新背景、新动向、新命题，围绕坚定教育自信，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这一主题开展研究。课题旨在推动设计教育在当代社会创

新发展中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和践行，为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设计教育的新路，做出贡献。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3 项，一般课题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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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5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张锦华、何明夏，联系电话：13520556573，13466377421 

邮    箱：pcde2021@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B248，

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设计教育坚守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的路径研究； 

（2）设计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新举措案例研究； 

（3）设计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分析研究。 

2.一般课题 

（1）设计本科专业交叉融合的方法研究； 

（2）设计教育实践教学和实训环节运行机制研究； 

（3）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研究； 

（4）大学生专业大赛的组织与评比制度研究； 

（5）坚持设计教育课程实践特点的方法研究。 

 

（二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教育部将出台《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

本课题要围绕深入贯彻中央破“五唯”要求，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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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加强科研组织发动，大力开展有组织科研，加强社科成果转化，

推动宣传普及等方面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2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题 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1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 

联 系 人：孟老师，联系电话：010-58809876、13581955722 

邮    箱：moesk@b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

范大学科技楼 C 区 1001 室，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邮

编：100875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创新举措调查研究； 

（2）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与宣传普及研究。 

2.一般课题 

（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破五唯”落实情况与典型经验调查研究； 

（2）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组织方式创新研究。 

 

（二十一）摄影教育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动高校摄影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本课题着重围

绕摄影教育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可从不同层面、

不同视角，根据各自的研究内容确定具体研究题目。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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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3 万元/项，一般课题经费自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杜宏艳，联系电话：18932936195 

邮    箱：gaoxiaosheying3@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兴安大街 109 号 

河北传媒学院，邮编：050000 

课题指南： 

1.“双万计划”“双高计划”下的专业建设研究； 

2.交叉学科建设研究； 

3.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4.高校摄影美育研究； 

5.高校摄影专业的人才培养研究； 

6.高校摄影课程思政研究； 

7.融媒体背景下的高校摄影教育研究； 

8.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高校摄影教育研究； 

9.高校摄影教育创新创业研究。 

 

（二十二）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与残疾人高等教育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十四五”特殊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任务要求，特殊教育研究分会设立本课题，聚

焦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和残疾人高等教育两个领域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4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0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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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特殊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边丽，联系电话：010-67616953、13552965358 

邮    箱：gdtj@bu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巷甲一号，邮编：

100075  

课题指南： 

1.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师资队伍现状研究； 

2.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3.普通教师融合教育素养提升研究； 

4.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研究； 

5.残疾人高等教育专业与课程设置研究； 

6.融合教育高等院校无障碍环境研究。 

 

（二十三）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本课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聚焦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的意见》，鼓励会员单位以做强“留学中国”品牌为目标，结合各自实

践，围绕构建新时期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系、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来华留学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一般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一般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所学校最多推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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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会员单位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联 系 人：张斌、孙敏  

联系电话：025-83592596、13951724365、18751987702 

邮    箱：cafsa_xueshu@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8 号曾宪梓

楼，邮编: 210093 

课题指南： 

（可在指南范围内适度调整或自拟其他题目） 

1.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提质增效研究； 

2.校地协同国际学生综合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 

3.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机制与实践研究； 

4.国际学生法治教育路径研究； 

5.国际学生文化教育中的非遗传承与传播； 

6.国际中文教育多模态教学资源库建设； 

7.国际学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现状调查及发展研究； 

8.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际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9.国际学生线上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10.国际学生学情调查与量化评价标准研究； 

11.国际学生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研究； 

12.国际学生网络测评招考制度标准化研究； 

13.国际学生本科教育质量评价方法与量化工具构建研究； 

14.少数民族地区国际学生国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5.以“读懂中国”为目标的国际学生国情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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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高校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外老教授代表回信中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殷切期许，强调要努力培

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助力中

国更好地走向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的关键

是外语课程改革和外语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本课题将围绕外语

课程创新、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外语多元教学模式探索、外语教师

专业能力发展、外语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6 项，一般课题 22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重点课题 2 年内完成，一般

课题 1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学会会员，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

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外语教学研究分会 

联 系 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10-88811962、15701201879 

邮    箱：fltrc@bfs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国际大厦

802，邮编：100089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高校外语教育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2）“四新”建设背景下高校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 

（3）基于信息技术的高校外语课程与教学创新研究； 

（4）高校外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新模式研究； 

（5）高校外语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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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校外语测评体系建设与教师评价素养研究。 

2.一般课题 

围绕高校外语教育教学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开展研究。可

自拟题目。 

 

（二十五）高校校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秉承“学术立会”宗旨，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

史研究分会引领全国高校校史工作的积极作用，总结高校办学传统与

经验教训，推动高校校史编写和研究，加强高校文化软实力建设，服

务文化传承与以史育人工作，分会特设立“高校校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课题围绕校史领域的国内外前沿趋势，充分利用各高校档案馆

藏档案，做深做实个案研究。或针对校史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开

展实证性的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重点委托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

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校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叶璐，联系电话：021-54740145、18817560565 

邮    箱：ye070204@sjtu.edu.cn 

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文

博楼 416 室  邮编：200240 

课题指南： 

（可在指南范围内适度调整或自拟其他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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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高校校史馆图录（重点委托课题）； 

2.一百年来中国的大学与城市（乡村）发展研究； 

3.大学教师群体生活水平研究； 

4.大学新型学科、专业建设的成功路径及经验研究； 

5.各高校重点学科的学术谱系和学术传承研究； 

6.各时期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研究； 

7.新时代高校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扬路径研究； 

8.高校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9.重要高等教育文件的制订及贯彻执行专题研究； 

10.各高校办学理念、制度、人物研究； 

11.海内外校史论著的编纂研究； 

12.校史馆的策展、运营及功能研究； 

13.同城（或同类）高校发展变迁的比较研究。 

 

（二十六）高校校友工作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推动我国高校校友工作的发展，鼓励会员单位积极

开展高校校友工作理论研究，探索在高校校友工作建设过程中的理论

与实务等规律性问题，为我国高校校友工作建设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

方法与经验支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开设“高校校

友工作改革实践研究”课题，围绕校校友会党建工作、高校校友工作

创新创业服务、新时代校友会融媒体工作研究等内容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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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校友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张杨，联系电话：010-62752821、15711163766 

邮    箱：yjfh@pku.org.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 43

号楼，邮编： 100871 

课题指南：  

1.高校校友会党建工作研究； 

2.新时代高校校友工作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 

3.高校校友组织制度建设研究； 

4.新时代高校校友文化培养研究； 

5.高校校友工作创新创业服务研究； 

6.高校校友工作与大学生创业就业研究； 

7.高校校友工作助力“双一流”建设研究； 

8.高校校友工作数字化应用研究； 

9.高校校友捐赠工作研究； 

10.高校校友推进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研究； 

11.新时代中外高校校友工作比较研究； 

12.新时代校友会融媒体工作研究。 

 

（二十七）新时代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创新发展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特别是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要求，本课题以

高质量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主线，以全面提升新闻传播人才

培养质量为目标，加强对新时代背景下学科专业和课程教学的前瞻性、

针对性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1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3 万元/项，一般课题 2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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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本专委会理事单位申报，同一个理事单

位最多申报 1 项课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周老师，联系电话：13552538902 

邮    箱：xwjyx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

大学明德新闻楼 601 办公室，邮编：100872。（疫情期间烦请用顺丰快

递寄送）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经验调查研究。 

2.一般课题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改革调查研究。 

 

（二十八）高校教师评价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改革教师评价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本课题旨在充分用好教师评价“指

挥棒”，引导高校健全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

第一标准、坚持学术评价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

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最大化地激发教师队伍活力，让更

多高校教师成为“大先生”。重点围绕高校教师师德师风评价机制建设、

教师学术评价标准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等方向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3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5 万元/项，一般课题 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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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本分会重点课题以委托形式开展，一般课题面向全国

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

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校人事人才与教师发展研究分会 

联 系 人：李美兰，联系电话：13811931662 

邮    箱：cahe-as@tsinghua.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照澜院17号院108

房间，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限定） 

（1）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把关、师德评价机制探索与实践研究。 

2.一般课题（包含但不限定） 

（1）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标准改革实践研究； 

（2）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探索实践研究； 

（3）高校人事工作支撑队伍的发展与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二十九）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开设“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

践研究”课题，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主要围绕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内外前沿趋势，针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背

景下高校引才引智、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中文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

设等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5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 0.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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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 

联 系 人：张喜晨，联系电话：0431-85166565、13596498129 

邮    箱：sihrdihl@jl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

学鼎新楼 A630，邮编：130012 

课题指南： 

1.“十四五”时期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形势研究； 

2.中外合作办学对引才引智工作的促进作用研究； 

3.“双一流”国际化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4.“破五唯”背景下国际科研合作指标体系研究； 

5.高校特色化引智项目体系建设与管理研究； 

6.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人员跨境流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7.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8.新形势下孔子学院发展研究； 

9.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研究； 

10.培养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人才对策研究； 

1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机遇与推进策略研究； 

12.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研究。 

 

（三十）影视传媒艺术与影视传媒教育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新媒体化，

影视传媒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

中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

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本课题对媒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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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环境下，影视传媒艺术和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规律等展开

研究，并探讨影视传媒教育面对新环境的应对策略。 

立项数量：一般课题 4 项 

经费额度：0.5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王亮，联系电话：15567777704 

邮    箱：yingshijiaoyu@b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

文学院，邮编：130000 

课题指南： 

1.新文科建设中的影视传媒教育研究； 

2.新主流电影与地方文化的影视化呈现研究； 

3.影视科技与影视文化产业研究； 

4.跨媒介视域下影视传媒艺术研究。 

 

（三十一）新时代教师教育语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了推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中小

学语文教师队伍，提升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围绕“新时

代教师教育语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开展研究，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的

研究：本科生卓越语文教师培养、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教育实践（见

习实习研习）一体化建构研究、教育硕士培养现状调查、教育硕士实

践能力培养研究等。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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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王从华，联系电话：13767727918 

邮    箱：wangconghua@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师大南路 1 号，

邮编：34100 

课题指南： 

1.年度报告：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写作状况

调查研究； 

2.本科生卓越语文教师培养体系研究； 

3.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教育实践一体化研究； 

4.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教育实践评价体系研究； 

5.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教学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6.语文教师专业素养与培育研究； 

7.语文教研活动开展的有效路径研究。 

 

（三十二）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

示精神，推动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推进高职

院校进一步提质培优，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设立课题，围绕高职院校“三教”

改革、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内容开展研究，

通过理论研究服务教育教学改革，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65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30 项，一般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3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员单位申报，同一

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分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联 系 人：王玉龙，联系电话：0571-86739353、17764537010 

邮    箱：wangyulongwork@126.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高教园区学源

街 118 号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邮编：310018 

课题指南： 

1.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路径研究； 

2.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发展方式与实现路径研究； 

3.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4.高职院校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理论与实践； 

5.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实践策略研究 

6.1+X 证书制度实施的区域与院校案例研究； 

7.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8.中国特色学徒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9.高职院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10.高职院校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开发研究； 

11.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2.高职院校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13.高等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与推进策略； 

14.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 

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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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质量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主题。作为高等

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

自学考试未来发展需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政策导向、江苏经济发

展、个人学习需求以及自身发展新方位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统筹谋

划、稳步推进。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8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1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自学考试分会 

联 系 人：吉丽，联系电话：025-83235885、18915997885 

邮    箱：303715671@qq.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2 号 

邮编：210024 

 

课题指南： 

1.基于终身教育背景下的自学考试改革与发展研究； 

2.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自学考试内容改革研究； 

3.自学考试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和网络助学模式研究； 

4.自学考试多元评价体系构建和实施研究； 

5.建设具有自学考试特色的专业体系和课程标准研究； 

mailto:3037156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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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融通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自学考试发展研究； 

7.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自学考试命题改革研究。 

 

（三十四）数字化赋能高质量教育发展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明确，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要求强化需求牵引，深化融合、创新赋能、应用驱动，积极发

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为贯彻落实

工作要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设立“数字化赋能

高质量教育发展实践研究”，力求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数字资源供给模式，丰富数字教育资

源和服务供给，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

教育现代化进程。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3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原则上仅支持校企合作课

题，由企业提供经费支持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 

联 系 人：贾巍巍、李晓秋 

联系电话：13911606073、13701332836 

邮    箱：cahe_sz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富盛大厦 1

座 19 层 李晓秋老师收（13701332836），邮编：100029 

课题指南： 

mailto:cahe_sz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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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建设与应用成效”研究； 

2.“高等学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3.“专业教学资源库提质转型与升级策略”研究； 

4.“数字中国视域下国民数字技能开发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6.“‘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与发展机制”研究 

7.其他自拟课题。 

 

（三十五）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推动高校宣传队伍

在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思想教育、文化建设、文明培育等领域研究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宣传工作研究分会设立“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实践研究”课题，立足工作实践，围绕高校

宣传思想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8 项，一般课题 12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1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和宣传工作研究分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申报要求：此类课题需经申报人所在高校宣传部门把关审核后，

由宣传部统一报出，邮件中请注明宣传部联络人姓名、职务、联系方

式等信息，不接受个人或其他部门报送。 

分支机构：宣传工作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郝梦倩、汤嫣 

联系电话：010-51688429、010-51685973， 



 

69 

 

              18202691571、15201326686 

邮    箱：xcfhmsc@bjtu.edu.cn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3 号北京交通大学宣传部 

课题指南： 

1.高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践案例研究； 

2.围绕重大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3.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4.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创新研究； 

5.提升高校党委中心组学习针对性实效性研究； 

6.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7.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监测研判机制研究； 

8.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9.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路径研究; 

10.高校融媒体机制建设创新研究； 

11.融媒体时代高校短视频平台建设状况、问题与优化路径研究； 

12.高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13.高校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14.高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机制研究； 

15.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及育人功能研究。 

备注：申报者需围绕上述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可结合工作实际，

拟定课题名称，但不可在上述范围之外选题。 

 

（三十六）产教融合促进就业创业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教育部在 2022 年工作要点里提出实施“就业创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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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要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推动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促进

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拟通过产教融

合促进就业创业能力和质量研究，从路径措施、机制模式、实践创新

等角度探索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1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产教融合研究分会 

联 系 人：张婧杨，联系电话：010-82159563、13161612391 

邮    箱：cjrhfh@163.com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科建大厦 9 层

产教融合研究分会秘书处张婧杨，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的路径措施研究； 

2.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机制模式研究； 

3.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的实践创新研究。 

 

（三十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重

要论述，进一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

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设立课题，围绕“共建

‘一带一路’，开创区域合作共赢新局面”主题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5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0.5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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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一带一路”研究分会 

联 系 人：邹怡，联系电话：18100880669 

邮    箱：zouyi0530@yn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北路 2 号云南

大学东陆校区南学楼附楼国际关系研究院 214 室，邮编：650031 

课题指南 

1.“一带一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2.RCEP 框架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与机制研究； 

3.“双碳”目标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4.“双循环”格局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国家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研究； 

5.RCEP 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外交策略研究； 

6.“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品牌的创新发展与实践研究； 

7.共建“一带一路”与推动全球减贫的中国实践； 

8.“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产业向东南亚南亚转移的趋势研究； 

9.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安全研究（可任选一个

国家进行研究）； 

10.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三十八）生态文明思政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将生态文明纳入思政教育，合乎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

的新型国民塑造的需要。本课题围绕生态文明思政主题展开研究，以

期为全社会生态文明教育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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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1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2 万元/项，一般课题 0.2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 

联 系 人：姜爱娜 

联系电话：010-62796342、18910530289、15698002735 

邮    箱：jiangaina@tsinghua.edu.cn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103，邮编：100084  

课题指南： 

1.全国大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课程改革与教学案例研究； 

2.全民科学素质教育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与素养测评研究； 

3.生态文明视角下循环经济与环境治理教学改革探索； 

4.双碳战略下金融学教学改革与实践案例研究； 

5.生态文明视野下高校环境伦理课程建设； 

6.高等院校生态文明通识课教学设计研究； 

7.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环境类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8.碳中和通识课程设计与教学案例研究； 

9.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环境学导论教学改革研究； 

10.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课程设计与教学工程实例； 

11.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分析与管理实践研究； 

12.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中的生态文明教育改革研究； 

13.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环保设计类课程的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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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思政课程指南编写研究； 

15.大学生开展生态文明科普的实践资源及路径研究。 

 

（三十九）高校劳动教育课程教学体系和实施路径调查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党的劳动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特设立课题，围

绕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劳动教育能力测量评价、劳动

教育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等方面开展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6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7 万元/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1-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 系 人：谢颜，联系电话：010-88561650、13691113745 

邮    箱：ldjyzx@culr.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唯实楼 503，邮编：100048 

课题指南： 

1.高等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研究； 

2.劳动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研究； 

3.高校劳动教育增值评价研究； 

4.新时代涉农高校耕读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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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学科融合背景下的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6.基于新时代知农爱农人才培养的耕读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四十）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实践研究 

课题简介：为深入推进高等农林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将“四新”

建设落地为具体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开展“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实践

研究”课题申报工作。课题主要围绕高等农林教育领域的国内外前沿

趋势、知农爱农人才培养现实问题、教育教学改革具体举措等方面开

展调查研究。 

立项数量：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20 项 

经费额度：重点课题 0.5 万元/项，一般课题自筹经费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2 年内完成 

申报对象：本次课题面向全国高校申报，同一个学校最多推荐 2

项课题，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学会会员。 

立项方式：申报评审 

分支机构：高等农林教育分会 

联 系 人：亓莹莹、邓淑娟，联系电话：010-62736241、13911995917 

邮    箱：gdnljy@cau.edu.cn 

课题申报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中国农业大

学图书馆 7302，邮编：100083 

课题指南： 

1.重点课题 

（1）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2）高等农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3）涉农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4）涉农高校通识教育体系构架与实施路径研究。 

2.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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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向乡村振兴的新型农林人才培养研究； 

（2）基于“四新”的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 

（3）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4）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研究； 

（5）高等农林院校文学艺术审美教育研究； 

（6）涉农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7）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研究； 

（8）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9）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10）高校内部治理质量提升机制研究； 

（11）高校教师发展与能力提升研究； 

（12）涉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