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穗体职教〔2021〕14 号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公布 2021 年度 

院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科研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及项目团队：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孵化高等

级的质量工程项目及教科研项目，培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改革成

果，根据《关于申报 2021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科研

项目的通知》，教务处组织了院级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经 2021 年

第 6 次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确定 2021 年度院级项目 61 项，

今年申报国家、省、市等上级有关课题的项目将优先从本次院级

立项课题中遴选推荐。立项名单现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并就项目管理和研究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项目负责人要根据相关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按照《项

目申报书》的任务要求，认真做好项目研究工作，填写资金支出

绩效自评表（详见附件 2），并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前报至教务处，确保经费使用进度，确保项目出成果、出成绩。

各项目负责人所属部门要跟进并协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加强对项目研究过程及验收结项的检查和督促，保证项

目研究工作正常开展，确保项目研究质量。 

二、项目资助经费按照《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穗体职院

〔2019〕55 号）和《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穗体职院〔2019〕58 号）有关文件规定划拨

（详见附件），院级项目今后如获得市级以上立项，经费合并使

用。 

三、项目研究周期 1-2 年，学院将根据项目研究周期适时组

织中期检查及结项评审。因故未能如期完成的，最多可申请延期

1 年结项，1 年后仍未结项的，依照规定撤销项目。 

 

附件 1.2021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科研项目立项

名单及经费预算表 

2.资金支出绩效自评表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5 月 11 日 

 

（联系人：曾晓燕，电话：85603150） 



 

附件 1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教科研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预算表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部门 项目期限 

2021 年预

算金额

（万元） 

备注 

合计 48.5  

1 

一、教学团队 

游泳运动教学团队 王思明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每个项目总经费 3

万元，2021、2022

年分两期下达 

2 排球教学团队 徐好娜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3 网球教学团队 陈德志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 职业英语教学团队 陈  芳 公基部 两年（2021.04-2023.04） 1.5 

5 
二、专业领军人

才 

运动训练专业领军人才 张成龙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每个项目总经费 3

万元，2021、2022

年分两期下达 
6 社会体育专业领军人才 黄晓强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7 
三、技能大师工

作室 

游泳指导与救助技能大师工

作室 
王思明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每个项目总经费 3

万元，2021、2022

年分两期下达 8 
张卫体能训练技能大师工作

室 
张  卫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9 

四、教育教学改

革与实践项目 

体育教材教法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 
赵媛媛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10 

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对高职网

球专选学生发球成功率影响

的研究 

梁志翔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1 
课程思政在体育职业院校武

术课程中的实践与研究 
孙小勇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2 
生命安全教育视野下的游泳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纪昌飞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3 

基于课证融通的体育高职院

校游泳救生课程教学改革与

实践研究 

王思明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4 
课程思政视域下游泳课程教

学设计研究 
董  超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5 

产教融合背景下广州体职女

子足球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模

式的实践研究 

卢自力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6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育

学》课程建设研究 
崔智芳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7 

地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

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与实

践 

刘  雷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8 

体育高职《团体健身教练》课

程教学内容体系构建与实训

项目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王  琪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19 

四、教育教学改

革与实践项目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学生心

理资本与体育学习绩效关系

的实证研究 

赵  娟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20 

基于“赛学创融合”的体育类

专业课程创新创业开发与实

践——以网球课程为例 

陈德志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1 
高尔夫专业立体化实践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国华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2 

基于项目教学法的运动项目

介绍及赛制规程课程混合式

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刘  婷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3 
清单式教学在《管理原理与实

务》课程中的应用 
赵晓瑜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4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复

合型体育人才培养途径探究 
肖石磊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5 
双创背景下高职体育院校就

业创业法律类课程改革 
吴  玮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6 
 “职业实用”导向下高职体

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吴者健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7 

大湾区建设视角下三二中高

职衔接实习实训教学模式改

革探讨 

徐朝阳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28 

四、教育教学改

革与实践项目 

MBTI 视角下,高职体育院校学

生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关系

的研究--以广州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赵  雯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29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运动急

救》课程改革研究与探索 
邓  红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30 

1+x 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运

动营养》课证融通教学改革研

究 

邓  红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31 

积极心理品质养成视觉下焦点

解决教练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黄  婕 公基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2 
混合课堂的英语阅读交互教

学模式研究 
陈  芳 公基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3 
基于文化自信的高职应用文

写作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楚爱英 公基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4 
课程思政在高职《计算机应用

基础》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崔  翔 公基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5 

基于“5Y学习平台”和“学习

通”的混合式教学研究——以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为例 

郑  路 公基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6 
体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

价值探索与路径选择 
阮  涛 思政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7 

四、教育教学改

革与实践项目 

学院教育教学项目申报书-高

职院校思政课“两线融合”混

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钟远珍 思政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38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基于产教

融合的高职思政课线上线下

一体化教学模式探析 

郭丽芳 思政部 一年（2021.04-2022.04） 0.5 

39 

五、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健美操-团体健身教练》 王  琪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项目总经费 3 万

元，2021、2022 年

分两期下达 

40 《排球》 徐好娜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1 《游泳主项》 纪昌飞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2 《游泳池救生》 王思明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3 《羽毛球实用教程》 黎洪毅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4 《管理学原理与实务》 赵晓瑜 产业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5 《体育品牌策划》 王晓燕 产业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6 《运动解剖生理》 肖  冰 体保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47 《职业英语》 陈  芳 公基部 两年（2021.04-2023.04） 1.5 

48 

六、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外婆家健身俱乐部创业 

聂世侠

（指导老

师罗飞）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49 羽毛球俱乐部运营与管理 

孙煜文

（指导老

师黎洪

毅）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0 六、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KO 体育赛事智能计时计分平

台应用推广创业训练 

陈林凯

（指导老

师张艳

美、邹海

锋）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51 
“N＋”新时代体育新媒体文

化制作 
赵  雯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2 

七、高校科研项

目 

青少年身体姿态失衡及脊柱

侧弯代偿机制与功能训练预

防及干预的技术研究 

张  卫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53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体

质现状研究 
叶展红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4 

运动干预对学生体能促进和

心理健康影响的教学实验研

究 

徐朝阳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5 

运动与营养相结合干预对肥

胖青少年体质与健康影响的

研究 

邓  红 体保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6 

八、学生工作研

究专项课题 

体育类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创

新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列柳旭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57 

五年一贯制中职学段学生第

二课堂教育内容和教育体系

探索与实践研究 

武钰舜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8 

体育类高职学生第二课堂教

育内容和教育体系探索与实

践研究 

赵盼亚 产业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59 

八、学生工作研

究专项课题 

五年一贯制中职学段学生管

理制度探索与实践研究 
刘友存 运动系 一年（2021.04-2022.04） 0.5 

每个项目总经费

0.5 万元 
60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体

育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管理系

统内容体系研究 

彭  凡 学生处 一年（2021.04-2022.04） 0.5 

61 
九、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员村

工人文化宫大学生实践教学

基地 

罗俊波 运动系 两年（2021.04-2023.04） 1.5 

项目总经费 3 万

元，2021、2022 年

分两期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