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实践体系研究 贾爱武 浙江工商大学 ZGWYJYJJ2018Z01

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校本化课程群建设实证研究 段  成 成都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Z02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评价环节在大学英语课堂的优化研究 孙曙光 北京体育大学 ZGWYJYJJ2018Z03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促成有效性研究 邱  琳 北京化工大学 ZGWYJYJJ2018Z04

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研究 李  民 江苏大学 ZGWYJYJJ2018Z05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研究 张伶俐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ZGWYJYJJ2018Z06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化阿拉伯语人才培养与RICH创新型课程研究 姜克银 宁夏大学 ZGWYJYJJ2018Z07

二语语用能力发展与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优化研究 杨仙菊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
学院

ZGWYJYJJ2018Z08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高级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朱建斌 桂林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Z09

国标指导下应用型本科翻译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薛笑丛 榆林学院 ZGWYJYJJ2018Z10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王胜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ZGWYJYJJ2018Z11

生态学视域下的大学英语翻译课堂的翻转教学模式研究 刘瑞玲 哈尔滨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Z12

国家标准指导下的日语翻译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研究 徐  滔 北京外国语大学 ZGWYJYJJ2018Z13

重点课题

第九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中标课题及主持人名单

一、大学外语教学
改革研究

二、外语类专业教
学改革研究



国标指导下的翻译本科课程设置调查研究 蒋  平 南昌大学 ZGWYJYJJ2018Z14

跨文化思辨英语视听说课堂中的合作学习研究 王  艳 南京大学 ZGWYJYJJ2018Z15

汉英代词指代原则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英语代词在线加工机制研究 吴明军 重庆工商大学 ZGWYJYJJ2018Z16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调整对策研究 王  栋 江苏科技大学 ZGWYJYJJ2018Z17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问题行动研究 刘凤侠 白城师范学院 ZGWYJYJJ2018Z18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地方院校国际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李  霓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
贸学院

ZGWYJYJJ2018Z19

基于区域文化特色的新时期高等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邹  微 西南科技大学 ZGWYJYJJ2018Z20

外语教育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制度翻译问题研究 田力男 中国政法大学 ZGWYJYJJ2018Z2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四国的人文交流对策研究 胡海鹏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ZGWYJYJJ2018Z22

“一带一路”国家现代名人数据库建设研究 孙勇彬 南京财经大学 ZGWYJYJJ2018Z23

高校新手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唐  进 湖北科技学院 ZGWYJYJJ2018Z24

高校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研究——基于非正式学习的视角 李旭明 天水师范学院 ZGWYJYJJ2018Z25

外语慕课的智慧应用：SPOC混合教学模式构建 骆  蓉 杭州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Z26

信息技术时代基于慕课资源的大学英语良性教学生态系统的构建 周  爽 西北工业大学 ZGWYJYJJ2018Z27

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的多模态英语翻转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张莱湘 北京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Z28

基于iWrite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动态评估研究 黄  勇 西安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Z29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网络端学习评价效果研究——基于学习者的视角 宋元祁 西南大学 ZGWYJYJJ2018Z30

二、外语类专业教
学改革研究

三、“一带一路”
倡议与外语教育研
究

六、教育信息化与
外语教育研究

五、外语教师发展
研究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哲学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布占廷 青岛大学 ZGWYJYJJ2018A01

数学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朱晓丽 河南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02

化学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钟兰凤 江苏大学 ZGWYJYJJ2018A03

材料科学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闫鹏飞 北京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04

钒钛材料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廖  红 攀枝花学院 ZGWYJYJJ2018A05

农学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吕  靖 华南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A06

艺术学术英语语料库建设 韩喜春 西安广播电视大学 ZGWYJYJJ2018A07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程式语的使用与写作质量关系的研究 徐  亮 江西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A08

基于“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的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写作
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陈  茜 浙江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09

基于iWrite的英语写作教学实践及机器智能评阅与人工评阅融合研究 倪秀杰 吉林化工学院 ZGWYJYJJ2018A10

过程化写作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蒋智敏 河南工业大学 ZGWYJYJJ2018A11

基于iWrite的独立学院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错误研究 张  丽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ZGWYJYJJ2018A12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评分信度的多维度验证与研究 霍  红 吉林大学 ZGWYJYJJ2018A13

基于“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的英语续写反馈策略研究 吴  倩 天津科技大学 ZGWYJYJJ2018A14

二、数字化教学与
测评系统建设项目

共建课题

一、专用英语语料
库建设项目



数字环境下大学外语无纸化测评实践研究 王  玉 黑龙江东方学院 ZGWYJYJJ2018A15

基于“iTEST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的大学英语考试方法改革实
证研究

张  莉 大连大学 ZGWYJYJJ2018A16

基于“iTEST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的大学校本试题库建设与研
究

李桂丽 昆明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17

基于“iTEST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的大学英语网络机考模式研
究

陈延潼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ZGWYJYJJ2018A18

依托Unicomm试题库共建项目的英语教师测评能力发展研究 贾  蕃 西南交通大学 ZGWYJYJJ2018A19

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与对策——对“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与
演讲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分析

时丽娜 复旦大学 ZGWYJYJJ2018A20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的对接研究 邹绍艳 青岛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A21

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以陕西理
工大学为例

曾小珊 陕西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22

基于“U校园”的农科院校大学英语混合式课堂“产出导向”研究 吕丽珊 华南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A23

基于“U校园”的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以首都医科大学为例

陶  鑫 首都医科大学 ZGWYJYJJ2018A24

基于“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的大学英语听力移动学习研究 高  见 沈阳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A25

基于”U校园”的助教导学混合式语言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 张新颖 深圳大学 ZGWYJYJJ2018A26

建构主义视域下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与研
究

张  梅 兰州城市学院 ZGWYJYJJ2018A27

智慧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索——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
语智慧教学模式构建与创新

冯志国 青岛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A28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探索 孙名斐 浙江传媒学院 ZGWYJYJJ2018A29

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 冯海艳 辽宁理工学院 ZGWYJYJJ2018A30

三、数字课程建设
与教学模式研究项
目

二、数字化教学与
测评系统建设项目



“U讲堂”在线课程对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王建洋 华中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A31

基于“U讲堂”的高校英语教师在线专业发展研究 赵红霞 集宁师范学院 ZGWYJYJJ2018A32

基于《新一代大学英语》的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研究 毕  争 北京外国语大学 ZGWYJYJJ2018A33

基于《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材再设计的微课程建设 孟  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ZGWYJYJJ2018A34

英语专业思辨精读课 “小组讨论”环节有效性研究 黄丹婵 中央财经大学 ZGWYJYJJ2018A35

课题分类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课题编号

中国与国外外语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比较研究 雷鹏飞 安徽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B01

中欧外语教育比较研究——以比利时为例 张蕙莹 辽宁大学 ZGWYJYJJ2018B02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导下的理工类普通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研
究

黄  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ZGWYJYJJ2018B03

基于能力培养的高校本科生英语专业文学文化类课程CLIL模式运用研
究

段绍俊 昆明学院 ZGWYJYJJ2018B04

产出导向、分层卓越——应用型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内涵与质量建设 张  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
学院

ZGWYJYJJ2018B05

中澳对比视野下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王辰晖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ZGWYJYJJ2018B06

地方高校应用型翻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以
上海地区为例

刘金龙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ZGWYJYJJ2018B07

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与创新型课程研究——以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涉外法语班为研究对象

赵静静 中国政法大学 ZGWYJYJJ2018B08

项目教学法在英语专业免费师范生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崔艳嫣 聊城大学 ZGWYJYJJ2018B09

二、高校英语课程
设计与教学方法研
究

五、教学材料使用
研究

四、外语教师在线
专业发展研究项目

一、中国与国外外
语教育比较研究

一般课题



依托项目学习（PBL）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王素娥 中央财经大学 ZGWYJYJJ2018B10

项目教学法在应用型高校ESP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艺术设计英语
为例

昌  杨 滁州学院 ZGWYJYJJ2018B11

大学英语ESP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沈庆丰 空军航空大学 ZGWYJYJJ2018B12

学术英语跨专业合作教学行动研究 王菊芳 南京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B13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在大学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谢  晴 江南大学 ZGWYJYJJ2018B14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对大学生英语写作质量影响实证研究 王海华 大连海事大学 ZGWYJYJJ2018B15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学术英语写作课程行动研究 左言娜 安徽工程大学 ZGWYJYJJ2018B16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郑秋蕊 沈阳城市学院 ZGWYJYJJ2018B17

“产出导向法”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张  帆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
院

ZGWYJYJJ2018B18

以“产出导向法”为指导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构建——以独立学院为
例

张  航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
院

ZGWYJYJJ2018B19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智慧教学2.0实证研究 范  璐 大连医科大学 ZGWYJYJJ2018B20

威莉斯任务型教学改进模式实证研究——以英语听力和学习动机为例 刘志成 云南大学 ZGWYJYJJ2018B21

新工科OBE理念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大学英语职场类创新型课程研
究

赵振华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ZGWYJYJJ2018B22

人才培养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英语“分类+分段+分级”模式研究与实
践

李英涛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ZGWYJYJJ2018B23

大学英语课程中引入英文原版小说阅读实证研究 代  男 内蒙古民族大学 ZGWYJYJJ2018B24

基于需求分析的民航院校英语教学供给侧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少忠 中国民航大学 ZGWYJYJJ2018B25

二、高校英语课程
设计与教学方法研
究



新时期西部独立学院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研究 谢  岩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
院

ZGWYJYJJ2018B26

突出行业特色的翻译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苗亚男 东北电力大学 ZGWYJYJJ2018B27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英语数字化网络教学体系设计与教学改革研
究

朱景梅 兰州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B28

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途径探索 张爱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ZGWYJYJJ2018B29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双一流”高校学生英语学术发言
能力的测评研究

彭  华 复旦大学 ZGWYJYJJ2018B30

多模态语境下非英语专业学生多元读写能力的构建研究 李  萍 武汉商学院 ZGWYJYJJ2018B31

国才考试在“职场英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孙红艳 邯郸学院 ZGWYJYJJ2018B32

国才考试在培养学生职场通用英语能力方面的实践研究 郭玉鑫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ZGWYJYJJ2018B33

国才考试在大学英语拓展课程BE中的应用研究 罗文凤 廊坊师范学院 ZGWYJYJJ2018B34

大学英语教师自主教学能力研究 徐锦芬 华中科技大学 ZGWYJYJJ2018B35

以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为导向的听评课系统设计及应用研究 翟  洁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
理学院

ZGWYJYJJ2018B36

合作性研究对高校英语教师转变的影响研究 刘  蓉 新疆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B37

ESP需求理论视角下大学英语“双师型”教师培养研究 张  迎 河北工业大学 ZGWYJYJJ2018B38

“一带一路”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马冬虹 黑龙江工程学院 ZGWYJYJJ2018B39

“新时代”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团队建设研究 秦  莉 吉林化工学院 ZGWYJYJJ2018B40

大学英语女教师科研现状研究 陈红美 浙江万里学院 ZGWYJYJJ2018B41

二、高校英语课程
设计与教学方法研
究

四、高校英语教师
教学能力与科研能
力发展研究

三、高校学生英语
能力测试与评价研
究



行动研究下专门用途英语教师专业发展 海  霞 南阳理工学院 ZGWYJYJJ2018B42

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与科研现状和对策 张  莉 辽宁中医药大学 ZGWYJYJJ2018B43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视角的公安院校外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刘  爽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ZGWYJYJJ2018B44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高校雅思英语教师教学与发展共同体构建——以
ITE师训为例

周红兵 湖北大学 ZGWYJYJJ2018B45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情感及其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古海波 苏州大学 ZGWYJYJJ2018B46

高校外语教师信息化技术和自主教学能力调查研究 方小勇 江苏科技大学 ZGWYJYJJ2018B47

国家标准下的英语专业《综合英语》教师专业素质培养途径研究 赵领军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ZGWYJYJJ2018B48

六、高校跨文化思
辨英语口语课例研
究

以国际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英语口语类课程研究 夏  皙 南京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B49

应用型本科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以商务英语精
读课为例

卢洁琼 宁波工程学院 ZGWYJYJJ2018B50

基于整体设计的思辨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以综合英语课为例 刘  丽 中原工学院 ZGWYJYJJ2018B51

精读语篇分析教学新模式构建 魏新俊 中国药科大学 ZGWYJYJJ2018B52

八、高校跨文化思
辨英语写作课例研
究

大学英语写作线上反馈研究与实践 赵  旭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ZGWYJYJJ2018B53

外语自主学习中“信息素养提升行动”初探 孙伶莉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2018B54

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听说教学创新思维培养研究 杨天地 锦州医科大学 ZGWYJYJJ2018B55

法律英语平行语料库与翻译评阅小程序研究 陆晓蕾 厦门大学 ZGWYJYJJ2018B56

基于慕课的商务英语混合式教学研究 张化丽 西安航空学院 ZGWYJYJJ2018B57

四、高校英语教师
教学能力与科研能
力发展研究

九、信息技术在高
校外语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七、高校跨文化思
辨英语精读课例研
究



基于慕课和“翻转课堂”的大学英语混合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冯建平 贵州理工学院 ZGWYJYJJ2018B58

基于慕课的商务英语课程混合式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刘夏青 山东工商学院 ZGWYJYJJ2018B59

大数据背景下民族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孙  琳 大连民族大学 ZGWYJYJJ2018B60

大学英语混合式智慧教学设计与应用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 宫  丽 青岛滨海学院 ZGWYJYJJ2018B61

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应用型院校大学英语学习策略体系构建研究 王  臻 南阳理工学院 ZGWYJYJJ2018B62

通识视野下信息技术辅助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郭  旋 内蒙古民族大学 ZGWYJYJJ2018B63

基于移动技术的大学英语智慧教学模式构建 李跃壁 成都东软学院 ZGWYJYJJ2018B64

测、学、研一体的学术英语听力在线动态评估系统的构建与研究 钱  希 西安交通大学 ZGWYJYJJ2018B65

数字化环境下日语写作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佟  玲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ZGWYJYJJ2018B66

数字化环境下大学英语读写课堂评价体系研究 张小倩 河北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B67

大学英语信息化课堂教学评价模式探究 安  坤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ZGWYJYJJ2018B68

基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林隆清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ZGWYJYJJ2018B69

新时代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沈向光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ZGWYJYJJ2018B70

高职英语分层教学研究与实践 焦春宏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
术学院

ZGWYJYJJ2018B71

十三、基于岗位核
心能力培养的高职
外语类专业人才培
养研究

“OBE”理念指导下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刘建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ZGWYJYJJ2018B72

九、信息技术在高
校外语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十二、基于学生职
业能力培养的高职
公共外语教学改革
研究



十四、高职行业英
语教学内容与教学
模式研究

基于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行业英语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研究 钱允凤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ZGWYJYJJ2018B73

词汇知识和句法意识与初中英语阅读理解的关系研究 潘黎萍 杭州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B74

U-G-S合作促进城乡英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建设研究 张志江 集美大学 ZGWYJYJJ2018B75

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韦晓保 华东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B76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化英语人才培养研究 马应心 德州学院 ZGWYJYJJ2018B77

“一带一路”语境下语言服务人才国际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郝焕香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

ZGWYJYJJ2018B78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工程人才的外语能力研究与实践 马  兰 燕山大学 ZGWYJYJJ2018B79

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关系研究 穆重怀 辽宁大学 ZGWYJYJJ2018B80

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评估联合国公文汉译及影响力 阮红梅 西北工业大学 ZGWYJYJJ2018B81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索引”数据库的翻译出版研究 许宗瑞 安徽农业大学 ZGWYJYJJ2018B82

语境化词汇学习策略对词汇深度知识的影响 成利军 安阳工学院 ZGWYJYJJ2018B83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介词习得与影响因素研究 翁晓斌 三江学院 ZGWYJYJJ2018B84

二语习得社会认知论视角下的大学生英语协作写作实证研究 罗琴琴 西南石油大学 ZGWYJYJJ2018B85

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简单化现象研究 徐晓燕 西南交通大学 ZGWYJYJJ2018B86

大学生外语写作焦虑、情绪智力与外语愉悦对写作成绩影响的实证研
究

王湘霁 贵州师范大学 ZGWYJYJJ2018B87

基于“促学评价”的外语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广芳 湖北工业大学 ZGWYJYJJ2018B88

十七、自选课题

十六、义务教育和
高中阶段外语教育
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际留学生对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研究 张妍岩 武汉大学 ZGWYJYJJ2018B89

视听续说对英语口语准确性发展的影响研究 徐  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ZGWYJYJJ2018B90

数字化环境下大学英语O2O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王泳钦 哈尔滨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B9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自我效能感、自主学习能力与英语成
绩的关系研究

王幼琨 福建农林大学 ZGWYJYJJ2018B92

动词高层分布统计对抑制英语前置定语过去分词构式泛化的影响研究 张晓燕 西安财经学院 ZGWYJYJJ2018B93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在日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孙成志 大连理工大学 ZGWYJYJJ2018B94

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航海类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研究 王  芳 大连海事大学 ZGWYJYJJ2018B95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海洋资源开发文献翻译研究 郭艳玲 大连海洋大学 ZGWYJYJJ2018B96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现状研究——以云南省
六所高校为例

伍惠娟 大理大学 ZGWYJYJJ2018B97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背景下新疆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
研究

王崧珍 昌吉学院 ZGWYJYJJ2018B98

校企双主体背景下的商务语言与技能的“E-learning”培训研究 周淑华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
院

ZGWYJYJJ2018B99

英语专业师范生实践性知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明梅 四川文理学院 ZGWYJYJJ2018B100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设计改革与实践研究 安维彧 天津职业大学 ZGWYJYJJ2018B101

海南省大学公共英语教师职业倦怠及应对策略研究 马会峰 海南大学 ZGWYJYJJ2018B102

“互联网+”背景下泉州高校英语教师职业倦怠调查研究 陈丽清 闽南理工学院 ZGWYJYJJ2018B103

“龙江丝路带”跨境电商产业链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战略研究 李玲玲 哈尔滨金融学院 ZGWYJYJJ2018B104

基于建筑院校特色的新时代国际工程人才外语能力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李  欣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ZGWYJYJJ2018B105

十七、自选课题


	中标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