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2021年度课题立项        
公示汇总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工作单位

1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的淮南市义务教育学校三年发展性

督导评估研究

李晓东       

单冬梅

淮南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谢家集区教研室

2
信息时代有效开展小学语文园地“日积月累”板块教学的策略

研究

刘德苏            

徐佩尚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3 基于大概念下高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童磊        

周坦

淮南第三中学                       

淮南第一中学

4
“轻负高质”视角下小学英语作业设计“供给侧”与“需求侧

”的平衡点研究

李丽红         

汪浩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朱集小

学                安徽省淮

南市谢家集区孙庙中学
5

基于数学实验课程建设下的高中生数学学习品质的培养与评价

研究

黄雨

苏里阳

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6 高中化学"大单元教学"的案例实施与评价
许光山

承长琴

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7 《核心素养下基于化学史实的深度学习研究 》
 陈 辉   

郑文年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市教师进修学校                 

8 综合材料“以形生型”在小学美术中的实践研究与应用
王春贺        

方继梅
淮南师范附属小学                 

9 《小学生好习惯养成促进五育发展的实验与研究 》
姚芳君         

刘畅

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学                 

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学

10智慧学校环境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研究
代红         

黄丽娟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11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学班队会主题教育活动的实践研究
钱刚         

金丽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

12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美术“探究式教学”研究
杨兆永        

沈屹

淮南一中                                      

蚌埠田家炳中学

13《引导小学生了解我国科学成就，培养学生科学兴趣的策略与途径研究》
向敏          

王勤
 淮河中学

14 基于新课程下的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外阅读习惯养成实践研究
邱红双         

王慧茹

淮南市洞山中学                       

淮南市朝阳中学

15 智慧课堂环境下作业批改方式方法的研究
张来利

高久玉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16 城乡结合部小学开展有效课外阅读的策略研究
李纯云

周玲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17 基于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生问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刘来贤

张俊勇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18 运用“预测”策略，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研究
柴苗         

李倪娜
淮南市大通区瀚城小学

19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小学英语趣味作业有效设计研究 》
姚芳君         

周倩倩

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学                

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学

20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市级）
袁国超         

陈宏哲
凤台县第一中学           

21 偏远薄弱学校信息技术与初中英语教学有效整合的研究  
李立素      

徐振华
淮南第十七中学        

22 基于简笔画开展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策略研究
李萍         

陈强
淮南市八公山区第六小学                 

23   城乡结合部小学语文低年级书画作业的研究
陈玲         

宗志

淮南市八公山区第六小学                 

淮南市八公山区第六小学



24 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德育渗透研究
倪娜         

胡园
大通区教育教研室                

25 小学语文低年段非书面家庭作业设计的有效性研究
李玉媛      

陈敏

大通区第三小学                         

大通区教研室

26 基于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语文中段教材补白的精准教学行动研究
刘梁梅       

周姗姗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

27 核心素养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研究
朱勋侠

赵姝敏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28 几何画板在小学数学中的教学实践研究
龚宏波

曹长永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29 小学英语绘本阅读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岳巍

刘然东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30基于STEAM理念下小学科学校本课程“校园植物图鉴”实践研究
邓传昌      

柴婷婷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31 基于实践的新时代班主任成长路径探究
王艳        

韩保伟
淮南二十六中学               

32 《节奏训练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余洋      

胡人杰
淮南市潘集区教育教研室

33  “阳光教师、阳光幼儿”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水静         

陈舒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二幼儿园              

34 浅探“商”情的启迪与培养 
马玉林         

冯燕
潘集区实验中学                  

35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数学“一题一课”

专题复习课的实践研究

刘洋        

汤伟
淮南市洞山中学                

36 基于信息技术2.0环境下中学地理教师精准化培训研究
王志德        

高  奕
淮南市教师进修学校 

37 探索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
刘锐      

程明
淮南十一中                

38 中学音乐教学中本土艺术的传承研究——以推剧为例
李萍          

李雷
凤台县第二中学

39 综合实践活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的研究
吴娜          

程丽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第一中学

40 初中化学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策略研究
水媛媛         

刘娟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第一中学

41 基于课外活动对物理课堂效能的教学实践与研究
李诚            

苏旭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一中

42 初中生物基于科学观察和探究的作物栽培实践研究
黄媛媛           

徐娜娜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第一中学

43 基于“减负”背景下的小学高年级数学个性化作业设计的研究
王宪林        

汪旻
朝阳中学                

44 小学学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王松邦

闫庆国

寿县三觉镇第一小学                

寿县三觉镇冯楼小学

45 农村中小学“整本书阅读”指导策略研究
王晓松

詹少满

寿县三觉学校

寿县三觉学校

46 基于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英语课堂活动之研究
王东明        

朱勋永
寿县迎河中学

47 乡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复述”教学策略的探究
夏兵         

洪春

寿县保义学区管理中心               

寿县保义镇洪井教学点

48 《“轻负高质”条件下乡村小学高年级语文学生作业研究 》 史初明 寿县茶庵学区管理中心

49 智慧课堂与小学语文教学融合与创新的研究
李胜

朱海侠

寿县瓦埠学区管理中心

瓦埠小学

50 农村初中语文作业提升教学质量路径研究
续卫国

黄志祥

寿县双庙集初级中学               

寿县双庙集初级中学



51  轻负高质下的农村小学作业管理研究   
陶善根         

许圣兵

淮南市寿县陶店小学                

寿县陶店学区管理中心

52 智慧课堂在农村小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应用研究 卞维冲 寿县迎河学区管理中心

53
基于“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语文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以

《淮南子》整本书阅读为例

李蕴    

马从春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寿县教育体育局

54 关于大数据时代智慧课堂与初中生物教学融合的研究
李光山

毛新红

寿县瓦埠中学

寿县教体局

55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践行党史教育的实践研究
黄磊         

徐作齐

淮南市谢家集区朱集中学                 

淮南市谢家集区朱集中学

56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探究
王蕾            

段文涛

淮南市第五中学                           

淮南市教研室

57 基于图尔敏论证模式的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实践研究
赵晶晶       

翟传菊
淮南市第五中学

58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的评价研究
王伟         

陈晓虎
淮南二中                  

59 HPM视角下高中数学实验探究课的实践与反思
芮向红     

戴泽莉
淮南二中                 

60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物理单元教学设计及实践研究 —以“磁场及初步应用”为例 
蒋浩然         

顾洪旭
淮南二中                  

61 以说促写，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张雪芹     

周晓晓 
淮南二中                  

62 高效课堂下对后进生课后答疑与辅导的有效性研究
王倩         

陶志雷
淮南一中                   

63“互联网+教育”视域下小学生规则意识中的道德能力发展的实践研究
张颖         

杨倩倩

田家庵区第六小学                       

淮师附小山南十小

64 基于智慧课堂的小学数学复习课教学的实践研究
鲍玉涛       

刘健
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河中学

65 古诗文比较阅读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实施
陈蕾         

荣曼曼

田家庵区教体局                  

淮南市洞山中学

66 基于“体验式教育”背景下的初中语文叙事类作文写作教学研究
刘靖　　　　　

贾全银
淮南高新区泉山湖中学

67 农村中学在课程中渗透美育的实践和研究  
彭家伟

王道宁

凤台县第十中学

凤台县第十中学

68 学生减负背景下高质校本作业研究
康学义     

安子娟
凤台县第四实验小学

69 利用淮南地方特色资源加强小学美育的研究
       

郭建珺

刘鹏

凤台县实验小学

70 班级管理与小学语文实效课堂整合的研究
王庆田

童立红
凤台县顾桥镇中心学校

71 新课改背景下跨学科综合性教学的研究
李磊         

朱跃辉
凤台县第一中学          

72 初中数学有效利用文本阅读提升解题效率的策略研究
王洪军    

王平
淮河中学

73 淮南五中卫星班同步课堂教学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瑞

朱文伟
淮南市第五中学

74 高中统编教材下多样化特色化校本课程设计
王安越 

何丽娜
淮南市凤台县第一中学

75 加强中学生“党史教育”的策略研究
王彦  

赵燕

淮南三中  

淮南三中

76 模型认知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应用的实践研究
刘宇杰  

承长琴

淮南三中  

淮南市中小学教研室

77 基于问题的支架教学模式在普通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证研究
孟燕    

刘熔
淮南市第六中学      



78 《适性教育下的德育课程策略研究》
陆芳        

段囝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  

79 高中英语阅读策略的实践探索
段海燕   

曲宏娜
淮南第十中学

80 基于学习活动观指导下的高中英语阅读课教学的行动研究
李娇娇    

王娟
淮南市第四中学

81 地理核心素养下的“问题研究”教学实践探索
陈华   

胡伟
淮南市第四中学

82 基于学生深度学习提升的高中数学教学模式探究
杨广   

刘阳明
淮南市第四中学

83 “以美育人”课程融合实践模式的研究
常红卫  

李群
淮南市第四中学

84 基于“美术学科纳入中考学业水平测试”背景下的课堂教学研究
徐基好   

蒋媛媛
淮南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85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高质量作业设计与研究
岳粹余         

陶成

田家庵区第七小学                 

田家庵区第十九小学

86  幼儿园优化幼小衔接工作的策略研究
王艳菊         

聂芳芳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四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