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1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混合式教学实证研究与数据挖
掘，以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为例

EMIC201620-100 李向明 袁博、张成萍、宋述强、张甜甜、孟涛

2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和虚拟仿真的实
验教学研究

EMIC201620-197 周玲 李湘文、崔崴、胡晓玲、陆利刚、黄静、姚捃

3 浙江万里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学英语混合
式教学

EMIC201620-131 邓奕华 司爱侠、胡莹、甄桂春、侯艳萍、吴彩霞、黄河清

4 哈尔滨理工大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英语自
主学习研究

EMIC201620-175 王泳钦
姜毓锋、韩吉峰、郭爱东、彭兵转、李雪、张威、马亮、关宁、李长
熠、郭红、陈福明、刘红丽

5 华侨大学
基于互联网+教学评价模式的《
医学免疫学》教学创新应用研究

EMIC201620-182 王福财 林俊生、李招发、刘玉琳、施桥发、黄孝天、况南珍、林咚佳、王勇

6 辽宁中医药大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微平台的建设

EMIC201620-063 马其南
陈强、李珺、赵晨旭、刘静姝、刘桉泽、何彦泽、苗丽、马吉升、张
路怡、贾云鹤、吕雪霏、张丹、宿凯强

7 内蒙古师范大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校园讲堂的构
建——以“盛乐大讲堂”为例

EMIC201620-118 李娜 黄鑫、张丽桃、邓鑫、索昱

8 韩山师范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欠发达地区高
校实验室安全建设研究

EMIC201620-098 张越炜
陈冰、余得贤、蔡钰娜、黄俊生、董晓庆、蔡奕亮、程龙飞、郑耿忠
、曾超益、林亨斌、黄如绒、彭珩、李洪亮、辜焕彬

9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互联网+智能手机的职校学生英
语移动学习实证研究

EMIC201620-177 王力维
殷丹、丁珏、岳蕴之、刘向萍、蒋晓雯、陈丹丹、吴敏洁、孙蕾、程
丽萍、张铮、邰文华、刘慧、周甜

10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互联网下环境下课程设计应
用研究——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EMIC201620-196
赵楠、李万
渠、冯金钰

徐丽、莫玉、高艳芹、李浩洋、肖鹏、黎姝洵、赵鑫、陈燕萍、杨浩
、刘晓虎、刘勇杰

11 仪征技师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移动学习模式
改变职校生阅读方式的实践研究

EMIC201620-180 高飞
张永亮、陈修勇、赵海燕、马群、肖慧、夏家琴、蒋冬生、钱静、张
广飞

12 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课程设计及应
用研究——以“现代教育技术”
课程为例

EMIC201620-117
龚俊峰、尹

威
海棠、娜荷芽、娜仁高娃、龚学峰、马艳赏、施亚莉、刘莹、哈立原
、王冬梅、陈梅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教育教学创新应用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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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
基于无线互联网环境下的英语教
学活动设计研究

EMIC201620-005 王郁松
杨冬连、刘丽云、扈琳、白俊武、赵娟、王亚军、刘树江、张秋菊、
李霞、王雪、马海舰、黄淑、吕争

14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教师教学研究
——以江苏五年制高职商务类专
业为例

EMIC201620-080 钱莙
陆克俭、方芳、陈臻、颜雯、胡云飞、李甜、施春龙、金君、苏凡、
易婧云、杜磊、朱桂兴

15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高职英语班内
隐性分层教学研究与实践

EMIC201620-079 高玉垒
褚琴、史晓岚、殷竹茜、王英、陈镇、刘淑义、陆亚妮、陆志慧、张
宝琳

16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学习环境下本土化高职O2O
翻转课堂支持环境的研究

EMIC201620-093 秦书荣 李新、孙友全、宁艳、赵朱江河、汤胜方、崔维珊、陈涛、程江晗

17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课堂教学模式
的研究

EMIC201620-008 马涛
金文、钟建业、陈雪梅、高琳、夏玲玉、张治、张海浩、肖德华、理
柏楷

18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多模式教学视角下的数理统计课
程平台研究与开发

EMIC201620-184 纪宏伟 陈晨、纪祥、赵彦玲、杨宁、王鲁欣

19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土建类专业移动互联网环境
下课堂模式研究

EMIC201620-089
李万渠、冯
金钰、赵楠

巫山、李浩洋、黎姝洵、向程侃、肖鹏、陈燕萍、王章军、蒋晓军、
高艳芹、徐丽、陈妍、王巧、廖晨雅、施曼璐、陈淑媛、周彤、张含
霞、孙覃、赵鑫、朱自强、谢祥林、李学明、杨瑶

20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微型课程设计
与应用研究

EMIC201620-101 王永钊 程扬、李丽军、张剑波、李淑梅、刘丽华

21 青岛市技师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课程设计应用
研究——以微信平台为例

EMIC201620-194 孙燕燕 胡秀霞、郑成锴、严善林

22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高职英语泛在
教学资源应用研究

EMIC201620-078
胡孔旺、刘

晓维
莫俊、潘贞清、李莉、马瑜、冯远征、朱燕华

23 大连教育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高中物理教师
专业发展应用研究

EMIC201620-060 侯贵民
李勋、宋小羽、刘颖、党明、赵曰峰、杨雨平、孙宇光、殳峰华、郭
继云、刘佳、李宁、赵侠、赵玉友、孟繁伟、王连刚

24 郑州市金融学校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家校互动实践
研究

EMIC201620-174 付强 周子豪、宋歌、张爱萍、王鹏鹤、张家峰、赵光晔、王丽婷、王书爱

25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基于立体化教材的中职课堂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

EMIC201620-147 彭敏
曲昕、尚建新、刘春颖、王伟、刘妍、孙亚男、汪洪宇、马红军、牟
长春、李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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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校园信息化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33 王琳
赵建新、马兰、周希辉、丁建军、郭艳、王浩、周田、朱琳、刘晔、
张波、白雪梅

27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问题导向式的
课堂模式研究

EMIC201620-015 刘璟
周希辉、张宁、刘志媛、吴思琦、齐心、刘洋、张燕、吴建蒙、刘坤
、蔡希波、周明飞、杨光有、张立男

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
学部

互联网环境下小学信息技术课堂
教学模式研究

EMIC201620-004 方东 周复生、吴东升、刘磊、时利娜、兰绍芳、余金昕、彭兴艳

29 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小学
基于互联网校际协作远程同步课
堂的建设与教学应用的研究

EMIC201620-069 邹胜
王丹、党帅、李爽、李彤、魏哲、宫雪、李彤、陈宇佳、李爱华、辛
坤、苏蕊、付瑶、姜莉

30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移动互
联网环境下学科教学研究

EMIC201620-120 高天云
杨新发、刘在兰、刘红燕、方继伟、赵媛庆、李霞、张丽、李慧、史
晓燕、苏彦、张锰

31 敦煌市东街小学
数字化教学资源与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有效整合的实验性研究

EMIC201620-204 马桂蓉 赵桂萍、范海燕

32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北辛街道
崇文小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下以快板书为媒
弘扬孝亲教育教学研究

EMIC201620-205 朱玉花 杨慧珍、刘春霞、陈杰、周燕、周华

33 马尔康市草登乡中心小学校
基于互联网下农村寄宿制小学的
班主任工作与班级管理创新的研
究

EMIC201620-206
罗尔依甲、

阿青
杨超、卓玛、杨晓庆、李彬

34 山东大学附属小学
应用教学平台提高课堂效率的教
学策略研究

EMIC201620-126 杨颖 曲淑华、韩云、刘蓬、李新梅、陈瑶、赵健、宋雅琳

35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基于项目学习
的信息技术课程研究

EMIC201620-006 何立新 任辉、于锡环、李岩、刘月华、庄睿、宁方京

36 青岛弘德小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家校互通方式
和应用效果的研究

EMIC201620-125 徐世生
杨志建、魏清妍、战沛娜、蒲玉峰、李桥、焦琨、赵雯、李珺琰、荆
倩倩、荆茜茜、刘沙沙、王倩、韩传收

37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羊
市塔希望小学

基于移动互动互联网的学生学习
空间建设研究

EMIC201620-115
王增荣、王
星、祁进元

赵亮、奇亦如、贾奶清、张芳、张立英、裴利军、韩芳、王超群、王
波、云爱、敖蕾、杨晓晔、陈瑞芬、王宇峰、任瑞霞、马飞、尹太宇
、王乐、边娜、王磊、邬虹、刘浩、杨东元、刘占军、王丹、李子龙
、岳利霞、李文俊、杨寅、王彦春、赵婷、辛宇、张宝林、刘浩

38 酒泉市北关小学
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运用速算盒子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应用研究

EMIC201620-143 董建平
张振威、岳虎、贺永虎、王彩玲、张慧霞、刘会霞、梁晓英、崔海忠
、吴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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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幼儿园
互联网环境下幼儿主动学习能力
的研究

EMIC201620-026 朱继文
赵秀敏、刘志月、陈彩霞、王秀莉、王文敬、徐平、彭昊、白雪、李
凤英、易明延、张小雨

40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中心幼儿
园

基于微信平台构建智慧校园的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25
高立新、王

翠珍
张文雅、蔡军伟、徐萌萌、张娟、赵凌雪、杨爽、郑敏妮、纪瑄、王
然、陈灵芝

41 北京市西城区虎坊路幼儿园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校园建设
与应用研究

EMIC201620-165 常珊珊
曲云丹、张盼、梁宏珊、赵天明、王丹丹、陈晨、冯晓童、麻晓丽、
翟爽、张涵、程焕、许可、周浙燕、鲁欣、赵清雅、杜丝缘、唐铭钰
、董鸿雁、宣璟、陈静怡、徐月阳、刘曦妍

42 北京市西城区西城实验幼儿园
基于微信平台构建智慧校园的应
用研究

EMIC201620-164 李洁 崔颖、李勤成、李忠、程戈、马丽萍

43 北京交通大学幼儿园
基于微信平台建构家校互通的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24 王翠肖 张国欣、董惟、王芳芝、高保盛、谷文倩、李娜、李兴华

44 北京市怀柔区第四幼儿园
基于微信平台构建智慧校园的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20
赵兰香、高

凤英
王冬雨、彭岳茹、雷思雨、马可心、王鑫、张波

45 北京农学院幼儿园
基于微信平台构建智慧校园的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35 段平 韩宝娟、商飞、孙琳琳、张波

46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昌平
士官学校幼儿园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智慧校园应
用研究

EMIC201620-032 张丰霞 马义英、黄继红、陈丽、赵怡、张波

47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幼儿园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优质资源共建
共享机制研究

EMIC201620-030 朱洁 杜陈、钟诚、赵燕、刘鑫、杨红霞、李卫红、王欣、魏晓娟

48
桐乡市实验幼儿教育集团实验
幼儿园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构建智
慧幼儿园的实践研究

EMIC201620-133 平春娟
陈亚军、全芳芳、钟丽炯、张茹娟、陈炳玉、郁红璟、刘旦异、王亚
洪、顾一菲

49 郑州八中
基于微信平台的教育管理应用研
究

EMIC201620-173 郅广武 张波、刘莘、雷炀、范雷、孟志伟、杨志超、李宇飞、李玉娇

50 凤翔县纸坊中学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构建智慧校园
的应用研究

EMIC201620-092 张建昭
李正科、雷震、吴红梅、王小宁、马向斌、屈博贤、齐淑娟、石巧荣
、张波

51 新疆莎车县第三中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高中历史教学
创新应用研究

EMIC201620-200
王如海、何

春
周凤仙、杨晓华、陈香纯、 张斌如、程晔馨、蔡毅帆

52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学生物理学习
的研究

EMIC201620-044 王占芬
冯利、程来继、吕书宇、孙福利、赵惠萍、陈艳华、郎建群、程秀轩
、宋国珍、于爱兰、刘小旭、田金水、吴海倩、徐义鹏、石泽北、陈
石英、胡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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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上海桃浦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学应用研
究——打造网络作业平台优化智
能检测环境加强学生个性化辅导

EMIC201620-050 夏青
黄雅玲、蒋春生、朱丽亚、陈志红、杨宇彬、韩莹莹、刘国莉、张正
丽、孙雪荧、钱萍、黄志敏、代素梅

54 沈阳市回民中学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堂教学研究 EMIC201620-203 东黎岳
赵军、姜爱华、李春雨、张一楠、王春玲、麻惠娟、刘丹、陈颖、刘
芳、芦泓浩、李艳新、战赫、邓军、郭啸、铁威、刘野、隋国庆、黄
宁、赵明月、郑跃、王韵

55 延庆区第五中学
农村普通高中在翻转课堂中应用
pad的实践研究

EMIC201620-160 卢小霞
刘黎红、华子暄、靳凯鹏、胡海荣、闫立华、李晓静、郭立霞、杨颖
、曹金宝、杨华、张晨辉

56 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支持的翻转课
堂实践研究

EMIC201620-070 佟世军 迟明莲、宋璟、袁芳、王娜、张伟、臧志刚、程福平、李丹

57 大连博伦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教师教学行为
研究

EMIC201620-187 董树金
范敏丽、李楠、费洪智、张衍荣、杨维巍、王芳、佟雪、高慧儒、于
洋、张婷、李虹、王书芳

58 黑龙江省五常市第一中学校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语文学科素养
培养研究

EMIC201620-207 齐崇 曹雨杰、李忠国、郭振海、张晓红、陈玉梅、王建伟、李丽

59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家校互通应用
研究

EMIC201620-208 钱冰捷
詹为、高原、许昂、孙雅巍、李颖、刘群、王玉婷、粟新航、孔佳、
赵越、罗希、牛萧

60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
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牧区中学教师
教学研究

EMIC201620-191 苏尼尔 唐美仙、通拉嘎、刘淑艳、哈森其木格、萨日娜、郭金香、阿木古楞

61 沈阳市光明初级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课堂模式研究 EMIC201620-059 李艳霞
纪文生、张婷、李霞、马越、居蓓、王一也、金雁婷、 杨松、王美玉
、张艳艳、姜国权

62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校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教师教学研究 EMIC201620-084 吴祺
黄炜、崔高峰、杨瑞玲、彭正军、黄祥斌、侯长军、刘维轩、马良言
、王斯佳、周长安、张杰、吉霞

63 延庆区第三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初中政治教师
课堂教学研究

EMIC201620-017 郭宏运 贺金燕、朱宏、焦水英、石泽北、郑书芬、王静、巩玉平

64 北京市平谷区第五中学
高中物理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
学习研究

EMIC201620-013 刘金善
陈立珍、焦志全、范晓英、李小京、邢建群、景国安、于海安、贾艳
伶、李慧鹏、任硕、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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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浙江省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
依托移动互联网构建高中“语文
智联课堂”的实践研究

EMIC201620-135 汤见光 沈坤林、倪俊杰、沈霞红、王斌刚、王立人、钟亚梅、朱梅芳、杨荔

66 昌平亭自庄学校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农村中学跨越
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EMIC201620-163 张春勇
褚春梅、刘春华、刘桐然、刘畅、郑崇轩、徐菁玲、张远、朱桐瑶、
常颖、颜婷婷、吴昌隆、赵丽

67 昌平一中 平板教学条件下的互动与管控 EMIC201620-158 周有祥
张双凤、李英芳、章晓岫、张榕青、王娟、罗婷婷、耿红艳、罗捷、
张斌、赵亚玲、徐丹丹、徐琳、徐晶晶、周辉、钱哲

68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iMATH教学实践与研究 EMIC201620-051 易建平 黄坪、桂思铭、陈兴义、冯宗喜、王继红、李希凡、牟宗红

69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高中语文教
学研究

EMIC201620-183 黄金富
付清莲、宋艳艳、项颖芳、陈璐、黄令江、杨扬、杨静、王汉卿、彭
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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