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中日基础教育阶段多语教育规划比较研究
杨晶晶 西安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Z001

课程论视角下的外语教育学学科构建研究
李民 南开大学

ZGWYJYJJ11Z00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复语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胡婧媛 中山大学

ZGWYJYJJ11Z003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翻译教育教学研究
焦丹 河南工业大学

ZGWYJYJJ11Z004

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与工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赵燕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ZGWYJYJJ11Z005

数智时代大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范莉 中央财经大学

ZGWYJYJJ11Z006

我国越南语专业学生越南语声调感知机制及计算建模研究
陈居强 上海交通大学

ZGWYJYJJ11Z007

中小学联动视角下小语种教育现状及规划研究
王远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
修学院

ZGWYJYJJ11Z008

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理论“产出导向法”优化及应用拓展研究
孙曙光 北京体育大学

ZGWYJYJJ11Z009

大学生英语学习师生支持感的作用机制研究
刘晓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ZGWYJYJJ11Z010

中外联合培养模式下学术英语课程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朱殿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

ZGWYJYJJ11Z011

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跨文化教育课程开发研究
文慧超 东北林业大学

ZGWYJYJJ11Z012

新文科背景下服务能源电力国际合作战略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研究 冯为兰 上海电力大学

ZGWYJYJJ11Z013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有效性研究路径
秦丽莉 大连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Z0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群文阅读教学模式
研究 高秀平 北京语言大学

ZGWYJYJJ11Z015

第十一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中标课题及主持人名单

重点课题

一、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

二、大学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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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俄语课程思政建设之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研究
赵燕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ZGWYJYJJ11Z016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刘建国 河南科技大学

ZGWYJYJJ11Z017

基于动态需求分析的新工科本科生学术英语读写素养研究
刘瑞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ZGWYJYJJ11Z018

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创新与实践
苏妮娜 厦门医学院

ZGWYJYJJ11Z019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多元化评价体系研究
万晓蒙 同济大学

ZGWYJYJJ11Z020

基于师生共建的大学英语课堂演讲评价框架构建研究
陈秋仙 山西大学

ZGWYJYJJ11Z021

大学外语评价生态系统重构机制研究
黄永亮 河北师范大学

ZGWYJYJJ11Z022

大学德语语码转换能力及其评价方式研究
包向飞 武汉大学

ZGWYJYJJ11Z023

公安院校研究生英语课程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索奇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ZGWYJYJJ11Z024

语域-功能视角下研究生学术语言复杂度发展——以读促写教学
效果研究 林生淑 南京邮电大学

ZGWYJYJJ11Z025

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学术英语课程建设研究
邹斌 西交利物浦大学

ZGWYJYJJ11Z026

“大思政”背景下俄罗斯文学课程创新与实践研究
纪薇 天津师范大学

ZGWYJYJJ11Z027

英语专业课程思政评价指标构建研究
刘睿 井冈山大学

ZGWYJYJJ11Z028

以国际传播赋能为导向的《综合英语》课政融通教学研究
钟含春 浙江工商大学

ZGWYJYJJ11Z029

外语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成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李玖 山西师范大学

ZGWYJYJJ11Z030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家自我修改研究
赵秋荣 北京科技大学

ZGWYJYJJ11Z031

汉语、日语、德语背景学习者英语时体标记习得的对比研究
曾晓燕 湖南大学

ZGWYJYJJ11Z032

汉英习语变异的时空性差异研究
赵轶哲 华南农业大学

ZGWYJYJJ11Z033

英汉进行体时空性差异与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体习得的关系研
究 祝丽丽 菏泽学院

ZGWYJYJJ11Z034

二、大学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

三、外语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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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韵律对比及英语学习者韵律能力提升研究
闫梦珠 华中科技大学

ZGWYJYJJ11Z035

基于扩展意义单位模型的中日韩同形近义词的搭配特点和语义
韵对比研究 赵圣花 大连理工大学

ZGWYJYJJ11Z036

商务英语专业虚拟仿真实验课程OMO教学模式研究
李文辉 哈尔滨金融学院

ZGWYJYJJ11Z037

学习支持服务视域下高职公共外语教学智慧化转向研究
刘建珠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ZGWYJYJJ11Z038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外语教师职业幸福量表的创建研究
刘正喜 武汉科技大学

ZGWYJYJJ11Z039

我国日语教育专业课程现状与改革探索
林敏洁 南京师范大学

ZGWYJYJJ11Z040

“云连接论”视角下高校对口支援英语教师发展共同体研究
马倩 昆明理工大学

ZGWYJYJJ11Z041

依托虚拟教研室建设提升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实践探索研
究 巩湘红 青岛理工大学

ZGWYJYJJ11Z042

云教研共同体中的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张帅 北京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Z043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基于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教学与人才培养研究 杨艳霞 南京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01

新文科背景下以定量研究为主体的语言学课程群建设研究 孟庆楠 大连海事大学
ZGWYJYJJ11A002

国际新闻在基础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舜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03

基于项目式语言学习的阅读教学理念与方法探究 王素娥 中央财经大学
ZGWYJYJJ11A004

新农科视域下大学外语学术读写能力培养与评价体系研究 杨吕娜 中国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05

新文科视域下英美文学课程创新与优化研究 卢攀 山东大学
ZGWYJYJJ11A006

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学术写作体裁知识发展个案研究：社会文
化理论视角 高释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07

一般课题

一、体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特色的外语课程与教
学研究

四、教育信息化与外语教育教
学研究

五、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三、外语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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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视域下《医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
研究 石春成 西安外事学院

ZGWYJYJJ11A008

新工科背景下语类分析和学生科研实践相融合的学术英语教学
模式构建研究 闫鹏飞 北京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09

立德树人成果导向下医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董妍妍 大连医科大学

ZGWYJYJJ11A010

新工科背景下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多元化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王丽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ZGWYJYJJ11A011

新文科背景下普通高校日语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庞娜 大连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12

新文科视域下基于ASSURE模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研
究 朱计峰 宁波财经学院

ZGWYJYJJ11A013

基于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大学英语创新教学研究 王薇 陕西中医药大学
ZGWYJYJJ11A014

新文科视域下依托项目的语言学习模式在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
教学中的实证研究 郝丽丽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ZGWYJYJJ11A015

新工科视域下专门用途英语“三维一体”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以同济大学《学术英语（理工类）》课程为例 陈靖 同济大学

ZGWYJYJJ11A016

新文科背景下工科院校英语专业转型对策研究 冯正斌 长安大学
ZGWYJYJJ11A017

新文科背景下涉外工程英语课程群建设研究 边玉柱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ZGWYJYJJ11A018

新文科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改进研究 陈建祥 盐城工学院
ZGWYJYJJ11A019

新文科背景下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以跨文化交际课
程为例 雷馥源 成都中医药大学

ZGWYJYJJ11A020

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国际化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吴亚男 三亚学院

ZGWYJYJJ11A021

广东省普通本科高校大学日语人才培养路径与课程群建设研究
于娜 肇庆学院

ZGWYJYJJ11A022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学习者语音数据库构建研究 夏宁满 吉首大学 ZGWYJYJJ11A023

西南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写作视频同伴反馈的多模态学习策略
研究

崔丽莉 桂林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24

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英美文学选读教学研究 陈栩 西安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25

基于英语学术写作慕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黑玉琴 西安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26

一、体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特色的外语课程与教
学研究

三、西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专
项研究

二、服务区域发展需要的大学
外语课程及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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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视域下公共研究生英语差异化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 侯霞 空军工程大学 ZGWYJYJJ11A027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专业本科“学研融合”教学模式有效性研
究

王杨 兰州财经大学 ZGWYJYJJ11A028

西部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刘泽梅 新疆理工学院 ZGWYJYJJ11A029

概念型教学法在蒙古族学生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金光宇 内蒙古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30

POA理论指导下的混合式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研究 孙瑞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ZGWYJYJJ11A031

大学英语课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研究 刘波涛 内蒙古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32

西部高校线上与线下混合式外语教学中教师角色的变化研究 郑卉蓉 西安工程大学 ZGWYJYJJ11A033

基于外语实战能力培养的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李兰杰 火箭军工程大学 ZGWYJYJJ11A034

协同育人视域下医学院校外语教师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薛婷 西安医学院 ZGWYJYJJ11A035

我国英语学习者语法隐喻能力发展研究 王迪 上海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36

语料库视域下的中国大学生英语语用能力多维评估研究 徐睿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ZGWYJYJJ11A037

语言意识驱动下量规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杨帆 合肥工业大学 ZGWYJYJJ11A038

“师生合作评价”在高职英语应用能力培养中的实践研究 王宁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ZGWYJYJJ11A039

民办高校外语教师国家意识及培育研究 邹俊秀 西安翻译学院 ZGWYJYJJ11A040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中的教师能动性研究 陈思颖 杭州师范大学 ZGWYJYJJ11A041

高校外语教师跨文化思政育人素养提升研究 张鹏 大连大学 ZGWYJYJJ11A042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英语教师育德素质培育研究 范善颖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ZGWYJYJJ11A043

职本院校外语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培养路径研究与实践 徐月成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大学

ZGWYJYJJ11A04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课程思政教育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房亚 西北大学 ZGWYJYJJ11A045

三、西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专
项研究

四、高校学生英语能力测试与
评价研究

五、高校外语教师思政育人素
养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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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师科研素养提升路径与机制研究 张姗姗 长安大学 ZGWYJYJJ11A046

高校学术英语教师科研动机模型优化及科研素养提升的创新机
制研究

孔德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ZGWYJYJJ11A047

活动理论视角下的EAP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孙维 石家庄铁道大学 ZGWYJYJJ11A048

大规模线上教学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发展研究 郭永志 沈阳师范大学 ZGWYJYJJ11A049

工匠精神视角下职业本科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培养路径研究 邓丽蓉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ZGWYJYJJ11A050

基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高校英语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研究 贾再俊 广州新华学院 ZGWYJYJJ11A051

基于“体裁分析”的学术英语听说教材开发研究 陈聪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
大学

ZGWYJYJJ11A052

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的课程思政与融合性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为例

吴倩 天津科技大学 ZGWYJYJJ11A053

“产出导向法”在德语专业低年级语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张申威 武汉大学 ZGWYJYJJ11A054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理工类在线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实施研究 刘黄梅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55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第二外语教学改革研究 黄婷 华南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56

人工智能辅助下“产出导向法”在英语口语及写作教学中的设计
与实施研究

毕一飞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57

“融思政、重实战”理念引领下的军事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葛晓妍 武警工程大学 ZGWYJYJJ11A058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马英伟 大连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59

混合式英语演讲教学中“师生合作评价”的辩证研究 田佳月 西安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60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法语低年级视听说课程教学研究 白壮 渤海大学 ZGWYJYJJ11A061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及效果研究 王晓玲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11A062

“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下高级日语课程驱动场景设计研究 高照慧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11A063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与实践——以《新编大
学英语（第四版）读写教程》为例

吴薇薇 浙大城市学院 ZGWYJYJJ11A064

六、高校外语教师教学素养、
科研素养与信息素养发展研究

七、高校外语教材研发与教学
资源建设研究

八、“产出导向法”在外语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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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A理论的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形成性评价实践与研究 王娟 云南大学 ZGWYJYJJ11A065

“产出导向法”在ESP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以《地质英语
译写》为例

陈凡 成都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66

基于教学云平台的POA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 邢春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ZGWYJYJJ11A067

混合式英语演讲教学中“师生合作评价”的辩证研究 杜景平 江西财经大学 ZGWYJYJJ11A068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西班牙语写作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研究 宰瑄楚 西安翻译学院 ZGWYJYJJ11A069

基于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汤轶丽 上海交通大学 ZGWYJYJJ11A070

口译能力与思辨能力协同发展的口译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贾晓庆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71

思辨能力导向的理工类高职院校应用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
探索研究

张煜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ZGWYJYJJ11A072

外语混合式教学的教师主体性研究 何春秀 上海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073

基于飞书（Lark）即时机器翻译功能的日语口译课程协同创新
研究

董璐 延安大学 ZGWYJYJJ11A074

混合式教学框架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王汇雯 南京传媒学院 ZGWYJYJJ11A075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于雪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11A076

基于Unistudy外研阅读平台的大学英语阅读混合式教学模式研
究

张小倩 河北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77

基于智慧教学的公安院校英语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郑洁 四川警察学院 ZGWYJYJJ11A078

基于SPOC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一体两翼”式混合教学模式探究 李响林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ZGWYJYJJ11A079

基于iWrite、iTranslate平台“以译促写，写译结合”的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应用研究

张艳红 河北农业大学 ZGWYJYJJ11A080

疫情背景下理工类院校外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研究 刘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ZGWYJYJJ11A081

基于MOOC的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丁文凤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ZGWYJYJJ11A082

九、高校英语专业跨文化思辨
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八、“产出导向法”在外语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十、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外语混
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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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外语混
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基于需求分析的研究生公共英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王新 沈阳师范大学 ZGWYJYJJ11A083

主体间性视域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多元动态评价研究 关成勇 中原工学院 ZGWYJYJJ11A084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评价模式创新研究 柴国喜 西京学院 ZGWYJYJJ11A085

十六、高职行业/专业英语教学
内容与教学模式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行业英语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焦春宏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
学院

ZGWYJYJJ11A086

十七、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
校外语实训室/基地建设研究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建设研
究

朱斌谊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ZGWYJYJJ11A087

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融入中学外语教学的实践研究 孙丽娜 南开大学 ZGWYJYJJ11A088

新课标背景下英语与科学融合的大单元教学研究 肖建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ZGWYJYJJ11A089

基于数据库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日语翻译与教学研究 李妍 辽宁大学 ZGWYJYJJ11A090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俄语翻译与教学研究 蔺金凤 兰州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91

基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

韩洋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92

基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张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ZGWYJYJJ11A093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促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研究 耿丽梅 景德镇学院 ZGWYJYJJ11A094

基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的术语英译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殷健 南京邮电大学 ZGWYJYJJ11A095

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大学日语数字化教学创新研究 黄利斌 宁波大学 ZGWYJYJJ11A096

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日语课程的电子教程研制研究 杨帆 海南大学 ZGWYJYJJ11A097

日语主干教材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周堂波 武汉理工大学 ZGWYJYJJ11A098

新文科视域下日语专业高年级教材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以《新经典日本语(高级教程)》为例

王桂英 安徽师范大学 ZGWYJYJJ11A099

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新经典日本语》教材开发研究 于飞 大连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100

十一、数字化环境下外语课堂
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十八、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外
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十九、“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多语种翻译与教学研究

二〇、基于“中华思想文化术
语”翻译的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

二一、课程思政教学背景下大
学日语数字化教学创新研究

二二、新文科视域下日语专业
教材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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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新文科视域下日语专业
教材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基于《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的新文科视域下日语专业
教材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李欣 淮北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01

基于语料库的汉俄对外语言教学术语词典编纂方式探究 卢一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ZGWYJYJJ11A102

西班牙语词典配例编写研究 戚钟辰 浙江外国语学院 ZGWYJYJJ11A103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证研究
夏增亮 兰州工业学院

ZGWYJYJJ11A104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思政有效教学评价研究
杨道云 中原工学院

ZGWYJYJJ11A105

博士生公共英语教学过程中学术英语素养的培养研究
吴琼 福建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06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英语一流专业建
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张宇 河南工程学院

ZGWYJYJJ11A107

外语类专业《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思政教学理论探索与实践研
究 郝玉荣 兰州城市学院

ZGWYJYJJ11A108

外语课程思政生态给养及转化研究
宋红波 武汉科技大学

ZGWYJYJJ11A109

思辨能力导向下的英语专业写作教学研究
田园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ZGWYJYJJ11A110

教师信念与学生思辨能力相关性研究
杨喜刚 南京林业大学

ZGWYJYJJ11A111

读后续写任务和范文反馈写作任务对二语写作发展影响的对比
研究

张晓燕 西安财经大学 ZGWYJYJJ11A112

高中英语新版教科书语用知识的呈现研究 ——以言语行为为例 赵连杰 首都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13

活动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学术用途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罗勤 北京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14

外语课程思政背景下多模态课堂话语的模态协同研究 林美珍 福建农林大学 ZGWYJYJJ11A115

“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外语教育模式探究 彭兵转 哈尔滨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16

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中群体定向动机流与教学干预研究 姜瑞红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ZGWYJYJJ11A117

中国外语教育核心概念的递嬗演变研究 缪蓬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18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途
径探究

王莲莲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11A119

二四、其他自选课题

二三、基于语料库的多语言
（日、俄、德、法、西、朝）
外汉词典数据库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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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高校非通用语种信息化发展路径研究 黄威 新疆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20

教师激励风格与大学生英语学习能动性投入的关系研究 吴林 湖北工业大学 ZGWYJYJJ11A121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大学英语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建构与应用 张彩莲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ZGWYJYJJ11A122

自动作文评阅系统对写作复杂度的影响 侯建东 天津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23

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研究能力导向课堂教学研究 张之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ZGWYJYJJ11A124

军队院校军事外宣外语人才培养研究 屈慧 武警工程大学 ZGWYJYJJ11A125

教育改革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情绪研究 刘雯 山东女子学院 ZGWYJYJJ11A126

基于词汇语义的奥运外宣话语语域研究 钱玉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 ZGWYJYJJ11A127

机器翻译质量自动与人工评估多维对比研究 张鹏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ZGWYJYJJ11A128

大学英语教材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研究 贺利利 集宁师范学院 ZGWYJYJJ11A129

基于“续译”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胡海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ZGWYJYJJ11A130

高校专门用途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高莉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ZGWYJYJJ11A131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研究 杨迎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ZGWYJYJJ11A132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英语口语教学研究 王艺臻 郑州大学 ZGWYJYJJ11A133

对比语言学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研究 杜海宝 沈阳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34

新时代高职商务英语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王媛媛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ZGWYJYJJ11A135

学术英语读写课程中的思政路径研究 邹建玲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36

表达性写作对学生外语写作情绪影响的干预研究 高小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ZGWYJYJJ11A137

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文化自觉”范式研究 王晨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38

二四、其他自选课题

第 10 页，共 14 页



数字化背景下中国高校国际传播力优化路径研究 李佳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ZGWYJYJJ11A139

“续论”视角下英语程式语认知加工及习得机制研究 周晓 广东工业大学 ZGWYJYJJ11A140

西班牙语专业翻译教学现状研究 ——以山东省七所高校为例 吴茜 青岛大学 ZGWYJYJJ11A141

句法复杂性理念下“英语语法”课程SPOC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钟悦欣 成都文理学院 ZGWYJYJJ11A142

基于“讲好中医药故事”的中医院校学生英语数字叙事能力培养
研究

黄婧 成都中医药大学 ZGWYJYJJ11A143

大学英语“三位一体”课程模式的叙事探究 钟丽波 上海健康医学院 ZGWYJYJJ11A144

基于教师认知的高校外语类课程思政教师能力发展研究 王召妍 常州工学院 ZGWYJYJJ11A145

基于图式理论的日语写作课程的教改研究 王伟 广州南方学院 ZGWYJYJJ11A146

外语课堂教师给养与学习者投入关系探究 何享 江苏科技大学 ZGWYJYJJ11A147

德语中的汉源借词研究 唐骋 上海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48

“五位一体”的语言智能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张蕾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ZGWYJYJJ11A149

吉林省民办高校ESP教学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 王巍 长春光华学院 ZGWYJYJJ11A150

医学英语研究论文写作及国际会议交流教学创新研究 苗伟 复旦大学 ZGWYJYJJ11A151

国际语言服务目标下外语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樊茉兰 运城学院 ZGWYJYJJ11A152

基于译者档案的许渊冲莎剧翻译修订研究 张汨 江西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53

西部高校日语专业教育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梅佳 重庆师范大学 ZGWYJYJJ11A154

中国大学生法语写作能力评价框架构建与应用研究 王仁雷 浙江科技学院 ZGWYJYJJ11A155

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学生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家意识培育研
究

章木林 武汉科技大学 ZGWYJYJJ11A156

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英语语音教学模式改革与应用研究 盛婧 武昌理工学院 ZGWYJYJJ11A157

二四、其他自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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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多语种专业教师的生态发展研究 郑峻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ZGWYJYJJ11A158

大学英语教师课程思政实施者语用身份话语建构研究 阮礼斌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ZGWYJYJJ11A159

基于语言政策与规划能动性研究模型的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实践
研究

闵杰 西安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160

翻转课堂模式下大学英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研究 张誉璎 大连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A161

我国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莫俊华 苏州大学 ZGWYJYJJ11A162

课程思政视域下轨道交通特色型院校专业英语教学实践研究 董婉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ZGWYJYJJ11A163

口语任务类型对二语节奏产出的影响研究 于珏 同济大学 ZGWYJYJJ11A164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研究 王海妹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ZGWYJYJJ11A165

基于项目导向教学法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专业实践课程改革
研究

刘畅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ZGWYJYJJ11A166

基于“POA+课程思政”的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混合式“金课”建设路
径研究

王书艳 郑州经贸学院 ZGWYJYJJ11A167

西部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英美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路
径研究

舒进艳 喀什大学 ZGWYJYJJ11A168

跨文化案例写作驱动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研究 易利 中山大学 ZGWYJYJJ11A169

多模态视域下大学生英语口头叙事研究 王泳钦 哈尔滨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70

基于元认知理论的高校跨文化外语教学课程思政发展研究 王雪 天津体育学院 ZGWYJYJJ11A171

德技并修视域下商务外语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吴石梅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ZGWYJYJJ11A172

基于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武少燚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ZGWYJYJJ11A173

大学英语学习者写作反馈素养发展研究 张铁夫 电子科技大学 ZGWYJYJJ11A174

“三全育人”理念观照下大学英语四级翻译试题对课程思政教学
反拨作用研究

米法利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ZGWYJYJJ11A175

基于元认知的大学英语虚拟学习社区构建研究 曹野 锦州医科大学 ZGWYJYJJ11A176

二四、其他自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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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张翼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ZGWYJYJJ11A177

创新人才培养视域下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培养研
究

崔久军 青岛理工大学 ZGWYJYJJ11A178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高校外语智慧学习模式研究 于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ZGWYJYJJ11A179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方耀 安徽农业大学 ZGWYJYJJ11A180

基于活动理论的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五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
式研究

孙玉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ZGWYJYJJ11A181

元宇宙概念下高校英语虚拟教研室建设实践研究 陈仲利 燕京理工学院 ZGWYJYJJ11A182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初级）”效度研究 刘娜 天津天狮学院 ZGWYJYJJ11B001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后效研究 杨培绒 安徽三联学院 ZGWYJYJJ11B002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成绩报告优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国才中
级为例

图尔荪古
丽·托合提

新疆农业大学 ZGWYJYJJ11B003

ETIC赋能应用型高校职场英语有效教学的路径研究 刘俊辉 浙江万里学院 ZGWYJYJJ11B004

基于论证的VETS效度研究 杨志强 重庆科技学院 ZGWYJYJJ11B005

“1+X”证书制度下基于CAS的成绩报告研究 陈锦 华南理工大学 ZGWYJYJJ11B006

基于VETS的职业英语教师反馈素养实证研究 方艾若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ZGWYJYJJ11B007

基于“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的在线同伴反馈模式研究 王利娜 上海健康医学院 ZGWYJYJJ11B008

语言智能视域下应用型院校大学生英语写作生态评价体系构建 祁晶 运城学院 ZGWYJYJJ11B009

基于智能辅助写作网络平台的学生竞赛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研究 赵佳 空军军医大学 ZGWYJYJJ11B010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在大学英语四级模拟测评中的应用研究 吴宾凤 广州航海学院 ZGWYJYJJ11B011

共建课题

三、外语数字化教学与测评系
统建设与应用研究

一、国际人才英语能力测评研
究

二、1+X证书制度下外语人才培
养与评价研究

二四、其他自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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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TEST的大学英语题库创建与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刘俊杰 新疆理工学院 ZGWYJYJJ11B012

基于“iTranslate平台”的众包翻译模式及教学实践研究 曾佳 西南大学 ZGWYJYJJ11B013

六、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基于“U讲堂社区”的在线开放式外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理
论与实践探究

张海会 沈阳师范大学 ZGWYJYJJ11B014

英汉双解国际贸易实务术语教学词典研发 何家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ZGWYJYJJ11B015

思政类英语演讲电子资源建设研究——以《大学思辨英语教程
口语3》为例

杨晓梅 青岛科技大学 ZGWYJYJJ11B016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教材词汇发展评估研究 盛丹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ZGWYJYJJ11B017

《新未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理念形态、实践策略与成效评价
研究

李亚飞 电子科技大学 ZGWYJYJJ11B018

新文科视域下医学德语口语教材建设研究 钱春春 同济大学 ZGWYJYJJ11B019

翻转课堂视域下的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林冬梅 喀什大学 ZGWYJYJJ11B020

《新经典法语》中跨文化知识实验教学设计研究 盛南 吉林外国语大学 ZGWYJYJJ11B021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韩国语辅助教材改革研究——以《新经
典韩国语精读教程》为例

丁一 北京大学 ZGWYJYJJ11B022

课程思政多模态融入《新探索研究生英语》课程的实践研究 赵学德 浙江科技学院 ZGWYJYJJ11B023

七、外语教学材料设计、使用
与评价研究项目

三、外语数字化教学与测评系
统建设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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