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立项日期 负责人 项目分类 计划结项日期 项目成员

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历史书写研究 2019-02-15 董洁 陕西省社科联项目 2020-06-30 董洁,张亚婷,朴姬顺

中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落实
情况调研评估

2019-01-01 郝文武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20-01-01

郝文武,高文涛（学）,洪松松
（学）,陈浩（学）,郑春晶
（学）,范先佐（外）,胡卫平,
杨小微（外）,司晓宏,张旸,郭
祥超,郭瑞迎,蒙泽察（学）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技术的改变 2018-12-26 马红亮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20-12-31
马红亮,傅钢善,张立国,张文
兰,乜勇,周筠,刘晓琳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中小学学习过程质量评价
检测方法研究

2018-12-20 张文兰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9-12-20 张文兰

中小学班主任胜任力模型及评估工具研究 2018-12-17 常亚慧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20-12-31 常亚慧,张琳,侯西科,岳怡

陕西省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现状及有效扩大
对策研究

2018-12-13 程秀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2-30

程秀兰,高强（外）,赵艳,高
洁,于小亮（外）,高东慧
（外）,高游（学）,张秦
（学）,刘慧敏（学）,杜婧
（学）

审辩式阅读对提升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实
践研究

2018-12-10 赵微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20-07-01 罗坤,赵微

延安时期幼儿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 2018-12-05 赵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20-12-31 赵艳,李红梅,何菊玲,栗洪武

陕西省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骨干体系建设
研究

2018-12-04 常亚慧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07-01 常亚慧,李铁绳,高丽,张文芳

陕西省特殊教育发展定位与推进策略研究 2018-11-30 王庭照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1-30 王庭照,石学云,荆伟

陕西省中小学心理辅导室标准化建设评估体
系研究

2018-11-20 刘建君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9-12-15 刘建君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 2018-11-20 冯晓敏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20-06-30 冯晓敏



2018年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 2018-11-14 冯晓敏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20-06-30 冯晓敏

构建陕西秦岭地区立体多元化环境教育体系
研究

2018-11-13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9-11-12 郭洁

陕西省普通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分析
与策略研究

2018-11-01 袁利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2-01
袁利平,戴妍,靳一诺（学）,陈
川南（学）,师嘉欣（学）

互联网推动陕西省中小学创客教育城乡一体
化发展研究

2018-09-30 马红亮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12-31 马红亮,张立国,郑志高

西部地区师范生教学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8-09-30 李玲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10-01 李玲
网络环境下教师教育者与中小学教师协同发
展研究

2018-09-30 尚晓青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09-30 尚晓青,郭瑞迎

网络环境下教师教育者与中小学教师协同发
展研究

2018-09-30 郭瑞迎 陕西省社科联项目 2020-09-30 郭瑞迎

中国传统优良家风及养成研究 2018-09-30 杨洁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1-09-01
杨洁,栗洪武,高芳卉,郭海文,
张寅

幼儿教师虐童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与监测
研究

2018-09-30 许倩倩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09-30
许倩倩,李少梅,陈秋珠,张斌,
高洁,李儒萌（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述及其实现
路径研究

2018-09-15 胡金木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1-12-31 胡金木

基于现代学徒制培育工匠精神的“陕西路径
”研究

2018-09-13 马君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09-30 马君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历程研究 2018-08-22 陈玥 外省社科项目 2020-08-22
张永富（外）,陈玥,韦俊
（外）,李霜（外）

基于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研究生导师权利研
究

2018-07-26 任燕妮 教育部社科项目 2020-12-31 任燕妮

高校学术问责的法理逻辑与推进机制研究 2018-07-26 陈亮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20-07-26 陈亮

基础教育学校信息化教学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2018-07-24 刘晓琳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21-07-01 刘晓琳,张立国,马红亮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创新模式
研究

2018-07-23 贺过长 外省社科项目 2020-05-20

贺过长（外）,郑根全（外）,
冯加渔,王涛（外）,任荣
（外）,赵萱（外）,白文斌
（外）



互联网+背景下学校微德育教育模式研究 2018-07-06 郭瑞迎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20-12-19 郭瑞迎

“立德树人”导向下中小学教师育人能力评
估与发展研究

2018-07-05 刘鹂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1-12-31

刘鹂,陈晓端,E. Michael Poe
（外）,王玲（外）,季爱民
（外）,马莹（外）,张立昌,杨
谦（学）,刘晓青（学）

新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口述史研究 2018-07-05 张正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1-12-31
张正峰,毕玉芳（外）,杨洁,王
海燕,霍文勇,林晓敏（外）

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的百年发展和实践研究 2018-07-05 郭祥超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1-06-30
郭祥超,高洁,李菲,张小永
（外）,郑春晶（学）,李少博,
潘小芳（学）,于欣（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西部农村教学点学生数字化
学习适应性研究

2018-07-05 张文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1-08-01

张文兰,袁利平,周榕,赵姝,刘
君玲（学）,强枫（学）,宿庆
（学）,苏瑞（学）,马琪
（外）

教师教育力提升与“双一流” 背景下教师教
育综合化改革研究

2018-07-05 龙宝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0-12-01
龙宝新,张烨（外）,孙峰,苏静
（外）,苏争艳,沈萍霞,叶萌,
吴陈兵（外）

审美教育对小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2018-07-05 王婷婷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20-02-28 王婷婷（外）,杨聚鹏

振兴乡村战略中的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2018-07-05 郝文武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重大课题

2021-07-05
郝文武,司晓宏,吴合文,张旸,
胡卫平,李铁绳,沈萍霞,高洁

幼儿教师心理关怀项目的发展和实施 2018-06-19 马颖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20-06-19 马颖

陕西省残疾人教育条例实施办法调研 2018-05-30 王庭照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9-05-30 王庭照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综合管理能力评估指
标体系与工具研发

2018-03-26 胡金木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21-10-31
胡金木,李铁绳（学）,王云
（学）



弘扬工匠精神研究 2018-03-01 陈鹏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20-03-01 陈鹏,李延平,栗洪武

陕西省基础教育重大招标课题：义务教育学
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要求大实践”研
究

2017-12-25 胡金木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12-25 胡金木

基于STEAM理念的高校创客空间建设及应用研
究

2017-12-08 乜勇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9-12-08
乜勇,白浩,裴正华（外）,高琪
（学）,孙雯中（学）,刘暖玉
（学）

“互联网+陕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研究

2017-12-08 张立国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9-06-30
张立国,李延平,王国华（学）,
郑志高

2017年度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一等资
助

2017-12-01 许倩倩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8-12-30 许倩倩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幼儿园分类管理制度的国
际比较研究

2017-11-30 许倩倩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9-11-30
许倩倩,李少梅,袁芳（外）,李
创斌

实用教育技术 2017-11-24 乜勇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9-12-31 乜勇

《教育哲学》教师教育类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项目

2017-11-24 郝文武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9-12-01 郝文武,张旸,郭祥超

陕西省高校教师教育类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
目

2017-11-23 李少梅
陕西省艺术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2019-06-01
李少梅,高洁,李创斌,陈秋珠,
程秀兰

当代我国不同阶层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研究 2017-11-13 董俊燕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8-12-31 董俊燕

不同办园体制下幼儿教师生存现状研究 2017-10-23 陈秋珠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2-30 陈秋珠,程秀兰,李少梅,郭文斌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视角下的陕西省县域内中
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机制研究

2017-10-23 沈萍霞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0-01 沈萍霞,黄春梅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社会需求
满意度调查研究

2017-10-23 李创斌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8-12-23
李创斌,寇苗苗（学）,增梦瑶
（学）

 幼儿教师身份认同的现实境遇与建构策略研
究

2017-10-23 高洁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20-12-31 高洁,李少梅,郭祥超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2017-10-10 陈亮 外省社科项目 2018-10-30 陈亮

城市儿童生存空间的社会学研究 2017-09-01 冯加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20-12-31 向晶（外）,冯加渔



乡村教师的课程知识理解对教学方式的影响
研究

2017-07-27 张金运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20-12-31
张金运（外）,邓国民（外）,
程良宏（外）,徐启丽（外）,
冯加渔,敖勇前（外）

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2017-07-27 陈玥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20-07-10

翟月（外）,李文静（外）,陈
玥,何兆华（外）,孙进（外）,
滕珺（外）,杨红军（外）,董
俊燕,陈晓（外）,张梦琦
（外）

1.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课堂反思学习指导研究
2017-07-27 张立昌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9-12-31
张立昌,张生虎（学）,张金运
（学）,许双成（学）,高玲
（学）,何勇刚（学）

U-S跨界合作中的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2017-07-27 郭瑞迎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20-07-27 郭瑞迎

西部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实
证研究

2017-07-27 陈秋珠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9-12-30
陈秋珠,郭文斌,李少梅,程秀
兰,张玉红（外）,张旭（外）,
段永辉（外）

访学经历对高校教师学术生产力影响的动态
整合研究：效应与路径

2017-07-14 吴合文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0-07-13 吴合文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支持保障
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

2017-07-14 郭文斌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0-02-15
郭文斌,李延平,陈秋珠,王庭
照,荆伟,李科（外）,李耘
（外）,张立芳（外）

西部乡村教师激励机制优化与政策供给的实
证研究

2017-07-14 周兆海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20-07-14 周兆海

非传统安全观视野下的高校学生事务风险与
危机管理优化研究

2017-07-14 郭洁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0-07-13
郭洁,郭宁（外）,Lulu   Dong 
（外）,Joseph Nicholas
（外）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制度保障
研究

2017-07-14 张旸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20-12-31
张旸,郝文武,李延平,田建荣,
董俊燕,黄春梅



健全少先队辅导员培训体系促进辅导员专业
化发展研究

2017-07-04 高丽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8-07-04
高丽,李博文（学）,谷旭辉
（学）,杨瑞莹（学）

第十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2017-06-12 吴合文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8-12-12 吴合文

大学生同伴关系性质及其发展机制研究评析 2017-06-10 唐倩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8-06-10
唐倩,李莹（学）,张旻,张亚
婷,荆峰,王鹏炜

“互联网+”背景下的陕西省教科研工作现状
调查及工作创新实践研究

2017-04-17 乜勇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9-12-31 乜勇

大学教师学术能力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7-04-07 黄春梅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20-12-30 黄春梅,杨洁,高丽,曹春阳

陕西省民办基础教育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
管理研究

2017-03-23 袁利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8-03-23
袁利平,戴妍,李延平,师嘉欣
（学）

面向创客教育的陕西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实施
路径研究

2017-03-01 赵姝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8-12-01

赵姝,张文兰,白浩,张瑞敏
（学）,李宝（外）,夏小刚
（外）,李靖（外）,岳莎
（外）

教育自信研究 2017-02-28 陈鹏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7-03-05
陈鹏,张旸,祁占勇,杨聚鹏,陈
琪（学）

“学习能量”理念的第二代本土化研究 2017-01-01 任凯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9-12-01 任凯

精准扶贫战略下西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机制
与监测体系研究

2016-12-29 袁利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9-12-29 袁利平

基于混合学习理论的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2016-12-20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7-11-10 乜勇

《数字化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MOOC课程建
设

2016-12-19 乜勇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7-07-12 乜勇

省域统筹的陕西高校风险与危机管理体系创
生研究

2016-12-09 郭洁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8-12-08 郭洁

人口向城流动背景下陕西农村教师职业吸引
力问题研究

2016-12-02 周兆海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8-05-30
周兆海,凡勇昆（外）,冯晓敏
（外）,洪松松（学）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幼儿园课程体系建设研
究

2016-12-01 李创斌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8-11-01
李创斌,翁楚倩（学）,赵炎朋
（学）



泛在学习环境中促进大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
策略研究

2016-11-10 付道明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8-01-10 付道明

基于多面Rasch模型的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
评价研究

2016-11-04 李小红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8-06-30 李小红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陕西地方高校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支持研究

2016-10-27 王鹏炜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10-31 王鹏炜,张正峰,雷远（外）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省中小学教师媒介素
养提升策略研究

2016-09-30 刘鹂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10-31
刘鹂,陈晓端,刘天才,白 彬
（学）,陈 璐（学）,王悦婷
（学）

陕西省域内乡村优秀教师流动中的专业保障
机制研究

2016-09-29 龙宝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09-10
龙宝新,齐丽莉,郭祥超,张立
昌,肖开斌（外）,吴陈兵
（学）

基于心理资本的陕西省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

2016-09-29 石学云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9-09-30
石学云,高丽,高洁（外）,王庭
照,祁占勇

随班就读自闭症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及
途径研究

2016-09-29 郭文斌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09-29
郭文斌,兰继军,荆伟,方俊明
（外）,谢明（外）,张立芳
（外）

听障学生阅读教育网页的眼动特征及其应用
策略研究

2016-09-14 郭文斌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9-12-31

任强（外）,刘世清（外）,郭
文斌,胡水星（外）,林峰
（外）,李新乐（外）,邱相彬
（外）,田青（外）,宋萍
（外）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学校教育供给侧改革研
究

2016-09-12 张旸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12-30
张旸,祁占勇,张冲（外）,吕银
芳（外）

高考分类考试与普通高中转型发展研究 2016-09-06 田建荣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9-09-06
田建荣,尹达（学）,张勇
（学）,赵继光（学）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
设的制度建构与政策支持研究

2016-07-22 王鹏炜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8-12-31
王鹏炜,刘复兴（外）,司晓宏,
杨挺（外）,吴合文,石学云,常
亚慧

陕西省高等教育服务与陕西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

2016-07-21 陈鹏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7-09-21
陈鹏,杨聚鹏,程莉娜（外）,张
旸,管华,高丽,曾庆玫（学）



西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优化研究 2016-07-12 冯加渔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1
冯加渔,程良宏（外）,张金运
（外）,雷浩（外）,贺过长
（外）

地方政府普通高中成本分担机制改革研究 2016-07-12 董俊燕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1 董俊燕

馆校合作机制的国际比较与本土探索 2016-07-12 王乐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9-07-12 王乐

特殊教育教师心理资本及其管理与开发策略
研究

2016-07-12 石学云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9-07-12
石学云,高丽,王庭照,祁占勇,
荆伟,杨建科（外）,乔月平
（学）

残疾学生职业能力形成机制研究 2016-06-15 陈玥 外省社科项目 2018-06-15

孙野（外）,孙超（外）,林咏
竹（外）,刘馥茜（外）,王辉
（外）,陈玥,张晋（外）,冯攀
（外）,崔亚飞（外）,徐帅
（外）

西安市中小学学生自主学习精神和能力培养
的有效教学研究

2016-04-30 张旸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张旸,祁占勇

西安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法律问题研究 2016-04-29 郭文斌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0-31

郭文斌,王蓓,王庭照,荆伟,方
俊明（外）,谢明（外）,张立
芳（外）,李复鹏（学）,陈傲
（外）

中美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
比较研究

2015-12-16 陈玥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15-12-20

陈玥,吴佳妮（外）,翟月
（外）,沈文钦（外）,滕珺
（外）,张俊列,金帷（外）,刘
强（外）,苑大勇（外）,田腾
飞（外）

机器人在中小学创客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2015-12-16 秦健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8-09-30

秦健,杨冬,白珍（外）,马红
亮,张文兰,吴俊杰（外）,佀新
学,张萍,刘全铭（外）,董长智
（外）



中小学法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015-12-16 陈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8-12-16

陈鹏,沙瑞龙（外）,沙瑞龙
（外）,王勇慧,祁占勇,刘璞
（外）,杨向卫（外）,路娟
（外）,曾庆玫（学）,张鹤
（外）,刘建君

乡村学校建设与基层社会文化治理研究 2015-12-16 常亚慧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8-12-31 常亚慧,张亚泽,肖爱玲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 2015-12-16 栗洪武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8-09-30
栗洪武,田建荣,陈磊（学）,杨
洁

卓越教师职前成长微环境研究 2015-12-15 龙宝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7-12-15
龙宝新,张立昌,齐丽莉,高树浪
（外）

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现代化
（1912-1949）

2015-12-15 张寅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18-12-31 张寅,刘冰（学）

陕西省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功能开发研究 2015-12-15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6-12-14 郭洁

中小学生正义品质的培育机制研究 2015-12-15 胡金木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18-12-15 胡金木,陈煦海,王云（学）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 2015-12-10 栗洪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9-12-31 栗洪武,冯铁山（外）

陕西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研究 2015-12-01 袁利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6-12-31 袁利平,戴妍

大学生争鸣论坛——探索师生互动多赢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平台

2015-11-26 王阳阳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9-06-30
王阳阳,王玉,鲁燕,张亚婷,宋
娜,刘炜,龙卓华

基于知识链的协同创新评估及监测体系研究 2015-10-28 吴合文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7-07-08 吴合文

交叉学科博士生的学术生活与成长机制研究 2015-09-10 张斌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09-10
张斌,田建荣,吴合文,李存金
（外）

20世纪以来中国德育价值观变革的理论与实
践

2015-09-10 孙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1 孙峰,马多秀（外）

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研究：中外合作教学的
视角

2015-09-10 马红亮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0
马红亮,张立国,张萍,李如亮
（学）



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与机制创新研究 2015-09-07 袁利平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6-02-23 袁利平,张斌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职业化转型中的专业改造
研究

2015-09-01 祁占勇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12-31 祁占勇,张旸,张冲（外）

产学研合作的陕西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与发
展研究

2015-09-01 黄春梅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09-30 黄春梅,张旸,张斌

协同创新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2015-09-01 吴合文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10-31 吴合文

百年中国德育价值观变革的轨迹 2015-09-01 孙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09-01 孙峰,龙宝新,李菲,胡金木

新市民集中居住区学校教育改革的社区文化
支持研究

2015-09-01 常亚慧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09-30 常亚慧,张亚泽,桂艳娥（学）

幼儿园安全风险预控与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2015-09-01 程秀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8-10-30 程秀兰,李少梅,王刚（外）

幼儿园安全风险指标体系研究 2015-07-26 刘华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7-12-31
刘华,程秀兰,李少梅,李婧
（外）

多动症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研究 2015-07-20 李苗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07-19
李苗,王庭照,荆伟,赵娅琪
（学）

农村女性空巢老人社区养老问题探讨 2015-07-05 秦秋红 陕西省社科联项目 2016-12-31 秦秋红,杨洁,张甦（学）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2015-07-01 祁占勇 其他国家级项目 2015-12-31 祁占勇,张旸

基于翻转课堂的高校教学实践研究 2015-06-11 乜勇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6-08-31
乜勇,傅钢善,林亮亮（外）,周
筠,胡军卫（外）,陈江华
（学）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 2015-05-07 张寅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7-05-07 张寅

协同创新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2015-03-01 傅钢善 其他国家级项目 2016-03-06 傅钢善,乜勇,单迎杰,马红亮

陕西省普通高中教育工作条例 2015-01-31 陈鹏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2-31
陈鹏,刘天才,祁占勇,管华
（学）

以应用为导向的陕西省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体系研究

2014-12-20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2-31

乜勇,黄晓（学）,阎春喜
（外）,黄兆全（外）,白建忠
（外）,张新会（外）,姜小卫
（外）,马茜（外）,严方笠
（外）,史俊霞（外）



西北地区“”幼师国陪“实施成效及提升培
训质量的研究

2014-12-16 程秀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17-12-16
程秀兰,李少梅,沈萍霞,曹珂瑶
（外）

陕西省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

2014-12-15 乜勇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5-12-12

乜勇,傅钢善,李晓莉（外）,张
劲萌（外）,杨雁（外）,马立
（外）,李强（外）,黄晓
（学）

基于校本化多样化课程建设下的陕西省普通
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实践及对策研究

2014-12-15 陈鹏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2-31
陈鹏,祁占勇,杨聚鹏,张汉杰
（学）,杨西彻（外）,李延军
（外）

西北地区“幼师国培”实施成效及提升培训
质量的研究

2014-12-11 程秀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4-12-30

程秀兰,郑名（外）,罗侃淳
（外）,李少梅,张亚妮（外）,
闵兰斌（外）,朱虹（外）,沈
善良 ,曹珂瑶（外）

基于校企合作的西安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
发展研究

2014-11-19 黄春梅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黄春梅,张旸,高丽

陕西省学前教师教育课程现状与改革策略研
究

2014-11-09 许倩倩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6-11-09
许倩倩,程秀兰,刘华,孙云霞
（外）

双语阅读困难及其教育干预的实证研究 2014-10-16 李苗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7-09-01 李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陕西省中小学德育
机制研究

2014-09-01 胡金木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6-12-31 胡金木,郭祥超,刘华杰（外）

2014年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 2014-08-19 栗洪武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5-12-01 栗洪武

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014-08-16 张俊列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17-08-16 张俊列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制度研究 2014-08-09 司晓宏
教育部社科项目-
重大攻关项目

2017-12-31

司晓宏,郭祥超,高丽,吴东方,
王庆如（外）,吴合文,刘宇辉,
谢军（外）,白贝迩（外）,张
京京（学）,赵晓声（外）,郝
文武,热孜万（外）,杨廷乾
（学）,褚宏启（外）,邬志辉
（外）,刘旭东（外）,杨令平
（外）,张正峰,王鹏炜,祁占勇

自闭症儿童入学现状及政策建议调查研究 2014-08-01 郭文斌 外省社科项目 2015-01-31
郭文斌,李科（外）,陈朝辉
（外）

卓越教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014-07-30 张宝辉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7-07-30 张宝辉

教育研究方法论教学团队 2014-07-30 张宝辉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7-07-30 张宝辉

基于家庭的青少年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发展及
干预对策研究

2014-07-30 王庭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7-12-30 王庭照

201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
重大项目：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教育公平
本质和测评研究

2014-07-29 郝文武
教育部社科项目-
重大攻关项目

2017-12-26 郝文武

情境影响自闭症儿童运用眼睛注视线索习得
词语的研究

2014-07-03 荆伟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7-07-03 荆伟

课程美学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机制研究 2014-07-03 张俊列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31 张俊列,肖磊（外）,周先进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及民众
满意度调查研究

2014-07-03 李少梅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7-12-30 李少梅,魏园园（学）,王庭照

初等数学知识的碎片化研究 2014-02-07 尚晓青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6-09-02 尚晓青

基于综合素质培养的少儿艺术教育模式研究 2014-01-01 余宁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5-12-30 余宁

少年儿童组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代际传承研
究

2013-12-26 吴东方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14-06-01 吴东方

  基于综合素质培养的少儿艺术教育模式研
究

2013-12-20 余宁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2-31 余宁,程鹏民,李永明,韩晓勇



陕西省中小学科学教育教师素养与教学方式
关系研究

2013-12-20 郭祥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2-31 郭祥超

国家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小学教师
专业发展”

2013-12-19 龙宝新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2-30
龙宝新,张立昌,张旸,张斌,周
建萍（外）,王艳（外）,葛明
（外）

电子书包有效教学模式及其应用研究 2013-12-04 乜勇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2-31

乜勇,傅钢善,陈晓端,张劲萌
（外）,丁剑峰（外）,陈锐
（外）,马惠超（学）,李娜
（学）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环境
风险管理研究

2013-11-29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4-11-28 郭洁

美国佐治亚州基础学校环境教育课程研究 2013-11-27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4-11-26 郭洁

陕西省幼儿园游戏开展与玩教具制作的现状
、问题和对策的案例研究

2013-11-01 李少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2-30 李少梅

“卓越教师”培养中的教育实习体验与效果 2013-10-30 张斌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10-30
张斌,王尚杰（外）,龙宝新,常
亚慧,袁利平,郭祥超,雷伟

陕西省幼儿园家园共育的现状、问题、案例
研究 

2013-10-30 程秀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04-30
程秀兰,张亚妮（学）,刘书辉
（学）,张龙雨（学）,乔素芳
（学）

内源性发展理论视域中的陕西省农村新建幼
儿园教师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2013-10-30 李创斌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5-06-30 李创斌,阮小飞,高芳卉,唐倩

陕西省高校女教师职业压力和社会支持的调
查研究

2013-10-30 黄春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2-31 黄春梅,李菲,王鹏炜,李少梅

陕西民间音乐教育在幼儿园教学中的课程资
源开发研究

2013-10-18 王维圣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5-09-18

王维圣,高洁（外）,于瑞华
（外）,李玉莲（外）,张丹
（外）,郭倩（外）,杨莹英
（外）

微信传播的特点与功能研究 2013-10-18 乜勇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5-10-18

乜勇,傅钢善（外）,张劲萌
（外）,范爱华（外）,史婷
（外）,杨雁,白浩（外）,李娜
（学）



高等学校法人外部治理结构研究 2013-10-15 祁占勇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5-12-31 祁占勇,张旸,王鹏炜

陕西省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陕西省公
立高校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创生研究”

2013-09-10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5-07-09 郭洁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存境遇与教育对
策研究

2013-09-01 向晶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向晶（外）,冯加渔,邓格琳
（外）,胡艺通（外）,黎炜
（外）,程红艳（外）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存境遇与教育对
策研究

2013-09-01 冯加渔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向晶（外）,冯加渔

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2013-06-20 李少梅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2-01 李少梅

西北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保障机制研究 2013-06-17 管华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5-10-30 管华

改革评价方式提升中小学综合素质研究 2013-06-06 尚晓青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03-13 尚晓青

职业教育与陕西经济及产业发展适应性研究 2013-06-01 陈鹏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3-12-31

陈鹏,张汉杰,祁占勇,陈杨
（学）,郝丽娟（学）,陈琪
（学）,杨丹华（学）,安莹莹
（学）,于海燕（学）

维吾尔族木卡姆教育传承研究 2013-05-21 赵艳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06-30

赵艳,栗洪武,阿不都克尤木.买
木提（外）,宋沛（外）,董俊
燕,谢秋景（外）,高善君
（外）,陶琳（外）

进城务工妇女职业培训与社会流动的个案研
究

2013-05-20 李文琴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16-05-20
李文琴,李延平,王胜利,司武
林,戴均,李耀斌（外）,郝娟,
苏静

“基于核心知识脑图构建的高效课堂结构研
究” 

2013-05-15 张立昌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5-05-15
张立昌,龙宝新,贾锐（外）,周
安哲（外）,高树浪（外）,黄
治君（外）,齐丽莉

陕西省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实践研究 2013-05-01 袁利平
陕西省艺术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2014-05-01 袁利平

西北地区农远工程项目应用效益评估研究--
以陕西为例

2013-04-28 张文兰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6-04-28 张文兰,周榕



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内部治理变革研究 2013-04-10 吴合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6-12-30 吴合文

学校教育改革的社会-文化空间研究 2013-04-01 常亚慧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4-06-02 常亚慧

陕西省中小课堂教学改革现状与推进策略2 2013-03-23 尚晓青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0-23 尚晓青

陕西省教科研网络化平台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2013-03-18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0-01
乜勇,秦德增（外）,薛风
（外）,杨雁

陕西省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现状与推进策略
研究

2013-03-06 龙宝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4-01-30
龙宝新,张立昌,郭祥超,周安哲
（外）,黄治君（外）

学术规范和学科方法论研究--教育学子课题 2013-01-01 张宝辉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重大课题

2016-07-31 张宝辉

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
研究

2013-01-01 袁利平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2-30 袁利平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绩效评估研究 2012-12-24 张建祥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5-12-31

张建祥,陈鹏,祁占勇,李晋东
（外）,于伦（外）,李贵安
（外）,发展规划办公室
（外）,樊建永

新中国农村民办教师口述史—社会底层知识
群体的生命叙事

2012-12-14 杨洁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6-12-31
杨洁,秦立霞,黄春梅,郝文武,
栗洪武,陈鹏,李延平,朱智斌,
祁占勇,龙宝新,郭洁

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定位与功能定向——基
于陕西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反思

2012-12-14 李延平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5-09-29

李延平,毕生元（外）,赵蕊,陈
鹏,常亚慧,赵晓林（外）,张立
昌,任艳红（外）,石学云,周坤
（外）,李平（外）

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发展的世纪反思与人学建
构

2012-12-14 胡金木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5-12-30 胡金木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投资决策评估比较研究-
---基于教育收益率的分析

2012-12-12 刘宇辉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5-12-31 刘宇辉



美国青少年环境教育实践机制研究——以美
国中学义工制度为例

2012-11-30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3-10-31 郭洁

美国高校“实验室与工作场所”环境风险管
理研究

2012-11-28 郭洁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3-10-31 郭洁

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保障机制研究 2012-11-08 管华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07-08 管华

《外国教育史》国家级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 2012-11-06 刘新科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3-02-28 刘新科

基于电子书包的中小学学科教学应用研究 2012-11-01 张文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1-01 张文兰,周榕

陕西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2012-10-31 袁利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3-11-01
袁利平,郝瑜（外）,吴合文,田
腾飞（外）,秦立霞

陕西省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现状及改
进研究

2012-10-23 郭祥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06-30 郭祥超

陕西省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现状问题及对
策研究

2012-10-23 南纪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31 南纪稳

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
状分析研究

2012-10-20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0-20 乜勇

学科专题型开放教育资源的共享研究 2012-10-20 马红亮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31

马红亮,焦建利（外）,傅钢善,
张立国,穆肃（外）,张玲
（外）,王晓玉（外）,王文惠
（外）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教育政策的社会学研
究

2012-10-20 常亚慧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11-01 常亚慧



陕西省通用技术课程区域推进策略研究 2012-10-20 秦健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4-06-30

秦健,汪崇立（外）,赵锦鹏
（外）,高  远（外）,李  林
（外）,杨冬,关宏才（外）,李
喆,龚浩杰（外）,傅钢善,白  
珍（外）,佀新学,蒋建波
（外）,王  雷（外）,高彩梅
（外）,寇小满（外）,刘全铭
（外）

陕西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对策研究 2012-10-20 袁利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1-01 袁利平,秦立霞

基于教师专业标准和内在发展新需求的教师
教育模式研究

2012-10-20 张旸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31
张旸,郭祥超,龙宝新,吕银芳
（外）,刘艳金（外）

陕西省普通高中多样化、特殊化、优质化发
展实践研究

2012-10-20 祁占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31
祁占勇,陈鹏,王鹏炜,吕银芳
（外）,刘艳金（外）

  陕西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对策研究 2012-10-10 袁利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10
袁利平,戴妍（学）,李延平,秦
立霞

战后金砖国家重大基础教育改革比较研究 2012-10-01 袁利平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0-03
袁利平,戴妍（学）,李延平,秦
立霞

教育理论在陕西中小学应用的效果和改进研
究——基于教师个体实践知识生成的视角

2012-09-07 郭祥超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4-09-30 郭祥超

西安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策略研究 2012-09-06 胡金木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0-31 胡金木

社会流动视野中的陕西省农村幼儿园布局研
究

2012-09-03 李创斌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4-09-30
李创斌,王安全（学）,杨令平
（学）,常翠莲（学）

陕西省以标准化学校建设促进薄弱高中教育
质量提升研究

2012-09-01 栗洪武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4-09-30 栗洪武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教师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优秀教师培养”子项目——
教师教育教学改革

2012-06-10 吴合文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20 吴东方,吴合文



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优秀教师培养 2012-06-08 袁利平 其他国家级项目 2014-12-31 袁利平

教育法律纠纷干预机制研究 2012-06-01 陈亮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7-06-01 陈亮

陕西省学前教育发展“瓶颈”及相关对策研
究

2012-06-01 司晓宏 陕西省社科联项目 2013-07-31 司晓宏

中小学英语教学法教程 2012-05-25 袁利平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3-05-31
袁利平,戴妍（学）,秦立霞,石
洛祥

面向学习创新的电子书包中小学教学应用研
究

2012-05-09 张文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5-12-15
张文兰,李欣（外）,周榕,李
喆,万松灵（外）,张晓瑾
（外）,谛珠江（外）

西安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制度设计与政策扶
持研究

2012-05-07 彭海蕾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12-12-31 彭海蕾

推进西安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有效途径的探
索与研究

2012-04-30 祁占勇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大项目

2012-12-31

祁占勇,吕银芳（外）,周坤
（外）,赵晓林（外）,张旸,陈
鹏,钟卫国（外）,关欣（外）,
石学云,王鹏炜,高丽

有效课堂教学的评价研究 2012-03-29 张俊列 外省社科项目 2014-04-10 张俊列
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与族群认同研究
——以美国为例

2012-03-01 袁利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西部项目

2014-12-01 王兆璟（外）,袁利平

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职后教育的现状调查与
改进策略研究

2012-02-29 高洁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31 高洁,郭祥超,沈萍霞

普通高校教师远程教学能力模型构建于开发
—以陕西省四所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为例

2012-02-29 周榕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02-15 周榕

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组织阻力与动力机
制研究

2012-02-29 吴合文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8-31 吴合文,范西莹,樊平军（外）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研究 2012-02-29 胡金木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12-31 胡金木

教师教育者教学能力及其发展研究 2012-02-29 刘鹂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4-12-31

刘鹂,马志颖（外）,陈晓端,张
立昌,何菊玲,秦立霞,任健
（外）,周旗（外）,杨建红
（外）,李莉（外）



由对假设检验的批评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
问题的澄清与问题的解决

2012-02-16 郭文斌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4-25

仲晓波（外）,陈希镇（外）,
郑友富（外）,郭文斌,陈秋珠,
陈美芬（外）,曾国（外）,卢
佳（外）,郭新文（外）

西安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西安市基础教
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策略研究》

2012-01-10 乜勇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12-11-10 乜勇

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与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研究——以青年市民人口心理素质为例

2012-01-09 王庭照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0-31 王庭照,王丽,何宁

怀疑与证成：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教育知识
论研究

2011-12-31 袁利平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12-31 田小红（外）,袁利平

小学数学教学与学生心理一致性的调查研究 2011-12-13 高丽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4-06-30

高丽,王鹏炜,何军华（外）,王
萍利（外）,孟睿（外）,李军
梅（外）,程晓娟（外）,杨艳
（外）

当前我国高校联考制度研究 2011-12-13 田建荣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3-12-13

田建荣,郑若玲（外）,郭红霞
（外）,冯军（外）,黄路阳
（外）,张燕萍（学）,任凯
（学）,刘涛（学）

基于价值认同的中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研究 2011-11-23 李菲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13-12-31
李菲,龙宝新,张旸,季爱民
（外）,王磊（外）

东北三省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问
题与优化对策研究

2011-11-22 吴振利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5-02-28 吴振利

陕西省幼儿教育师资现状与供给保障机制研
究

2011-10-20 程秀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2-12-30
程秀兰,李根民（外）,于玲
（外）,张亚妮（外）,王莉
（外）



融合教育背景下高功能自闭症儿童语用交互
机制及有效教育模式研究

2011-10-18 陈秋珠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12-12-30

李晓燕（外）,徐勇（外）,陈
秋珠,卢佳（外）,张放放
（外）,左志宏（外）,李林慧
（外）,欧阳新梅（外）,张莉
（外）,杨晓岚（外）

陕西省学习障碍儿童心理与教育问题研究 2011-09-29 石学云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3-09-29 石学云,高丽,王丽

科举时代的陕西境域儿童教育研究 2011-09-26 田建荣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2-09-30 田建荣,赵克礼,张正峰,张斌

基本本体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研究 2011-09-15 袁利平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9-04 袁利平,陈时见（外）

区域教育资源“益贫式”配置机制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2011-09-15 张雁南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2-10-31 张雁南

“高考多元录取机制促进普通高中教育多样
化发展研究”

2011-09-06 田建荣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06

田建荣,郑若玲（外）,张燕萍
（学）,冯军（外）,郭红霞
（外）,黄路阳（外）,任凯
（学）

我国青少年价值认同的现状与学校德育改进
研究

2011-09-01 李菲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31
李菲,龙宝新,张旸,季爱民
（外）,王磊（外）

基于本体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研究 2011-08-31 李少博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03-06 袁利平（学）,李少博

我国学术共同体运行机制的社会学研究 2011-07-22 张斌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13-12-31

张斌,张正峰,张东海（外）,张
艳敏（外）,李少博,张伟
（外）,于汝霜（外）,王立
（外）

网络环境下群体差异认知特征与有效学习研
究

2011-07-22 傅钢善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4-07-31
傅钢善,丁振国（外）,段渭军
（外）,张举范,马红亮,乜勇

西部免费师范生教育信念的现状调查与形成
策略研究

2011-07-01 秦立霞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01 秦立霞,栗洪武,李瑛,何菊玲

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社会心态及心
理干预比较研究

2011-06-15 王庭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3-06-30
王庭照,王丽,郝文武,李录志,
王有智,叶普万



怀疑与证成：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教育知识
论研究

2011-06-01 袁利平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16-06-20 袁利平

幼儿关爱行为现状及培养途径研究 2011-04-19 高洁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高洁

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2011-03-01 任凯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13-06-01 任凯

西安教育投资对家庭收益的贡献研究---基于
对西安市教育收益率的分析

2011-01-10 刘宇辉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刘宇辉,邹勤（外）,高丽,韩荣
（外）

社会转型时期教师职业心理调适与心理健康
研究

2011-01-10 石学云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0 石学云,高丽

基于公平视角的陕西省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
置问题研究

2010-12-30 高丽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3-12-31
高丽,石学云,王鹏炜,程宝良,
祁占勇,曹潇（外）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的陕西农村教师队
伍现状、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2010-12-30 吴东方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12-31 吴东方,张正峰

 西安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效性研究 2010-12-30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12-31

乜勇,张慕华（学）,牛富河
（学）,陈晓端,张立昌,孙波
（外）,王玲（外）,王兰兰
（学）,宋艳茹（外）,张卓星
（学）

陕西省学前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2010-12-20 程秀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12-30

程秀兰,唐超（学）,田玉娟
（学）,张荣祖（外）,崔江红
（外）,于玲（外）,张亚妮
（外）,张鹏妮（外）,李鹏
（外）,亢静（外）,周方
（外）

儿童书面语言获得的认知机制 2010-12-01 赵微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30

赵微,程秀兰,冯建新,石学云,
周兢（外）,Linda Siegel
（外）,John Kirby（外）,李
创斌



免费师范生专业成长力的职后发展研究 2010-11-30 龙宝新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12-31

龙宝新,张立昌,李亚云（外）,
贾芮（外）,姚东凯（外）,王
燕（外）,孟旭（外）,苏静
（外）

“教育需要”的现实困境及其合理性建构研
究

2010-11-30 张旸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12-31

张旸,任凤芹（学）,何善平
（外）,祁占勇,胡春明,黄春
梅,杨令平（外）,段向琼
（外）,吕银芳（外）,田亚妮
（外）

基于公平视角的我国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
问题研究

2010-11-16 高丽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12-30
高丽,程宝良,曹潇（外）,李军
（外）,张弓长（外）

  第48批博士后基金 2010-10-06 张雁南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2-12-31 张雁南

“益贫式”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2010-09-30 张雁南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31 张雁南,尹海员

    第48批博士后基金 2010-09-30 周先进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2-12-28 周先进

“十二五”期间西安市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研
究

2010-09-28 龙宝新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31

龙宝新,李高峰,李亚云（外）,
杨勇（外）,贾芮（外）,姚东
凯（外）,韩芳（外）,郑小辉
（外）

新课改背景下西安市高中教师信息化教学专
业能力发展研究

2010-09-27 张文兰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9-22 张文兰,张晓瑾（外）,乜勇

“十二五”学前教育质量及发展目标研究 2010-09-20 赵微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0-10-20
赵微,赵微,程秀兰,李少梅,李
创斌,陈鹏

我国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研究 2010-09-17 陈亮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09-30 陈亮



教育学的专业改造与学科建设研究 2010-09-15 郝文武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2-09-15
郝文武,张旸,范铭（学）,陈晓
端,陈鹏,李延平,胡春明,张旻,
王安全（学）,常亚慧,郭祥超

陕西省城市中“蚁族”现象的教育社会学探
究

2010-08-17 胡春明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1-08-30 胡春明,李创斌,赵辉

陕西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调查研究 2010-08-17 朱智斌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1-08-30
朱智斌,王鹏炜,高丽,李菲,李
萌（外）

十二五期间西安市义务教育发展研究 2010-07-31 张旸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张旸,祁占勇,刘红（外）,何立
薇（外）,司晓宏,陈鹏,吕银芳
（外）,杨令平（外）

汉语自闭症儿童会话技能发展研究 2010-07-01 陈秋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06-30

李晓燕（外）,胡云飞（外）,
陈秋珠,左志宏（外）,何永成
（外）,李林慧（外）,杨晓岚
（外）

蒙古族学术数学思维特点与学习策略的研究 2010-07-01 吴合文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3-06-30 吴合文

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满意度调查研
究

2010-07-01 张旸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12-12-31
张旸,段向琼（外）,祁占勇,吕
银芳（外）,黄春梅,郭洁,龙宝
新,王蓉（外）,杨光辉（外）

第47批博士后基金项目 2010-06-30 胡军良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12-12-31 胡军良

西安市 “十二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研究 2010-06-30 杨建华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30

杨建华,陈静（学）,程秀兰,赵
微,祁占勇,龙宝新,李延平,司
晓宏,陈鹏,谢秀英,杨令平
（学）,周处长（外）,何立微
（外）,李婷婷（学）,孙战民
（学）



当代社会变迁中的哈密木卡姆研究 2010-06-15 赵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5-07-28 赵艳

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研究 2010-06-01 袁利平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13-06-02 袁利平

“十二五”期间西安市特殊教育发展研究 2010-05-27 赵微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31

赵微,杨建科（外）,刘红
（外）,石学云,王庭照,白洁
（学）,刘朦朦（学）,徐铁卫
（外）,高磊（外）,杨莉
（外）

“十二五”期间西安市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2010-05-20 李延平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30

李延平,李忠良（外）,胡宗焕
（外）,张西强（外）,龙晓莉
（外）,卢璟（外）,李燕燕
（学）,周坤（学）,薛媛
（学）

陕西省高中新课程背景下教师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

2010-04-28 刘鹂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0-12-31

刘鹂,任婷（外）,都静丽
（外）,何菊玲,张立昌,黄林
（外）,薛耀荣（外）,何玉平
（外）,曹希彬（外）,赵党玲
（外）,王新燕（外）

“十二五”期间西安市学前教育发展研究 2010-02-20 程秀兰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0-30
程秀兰,杨勇（外）,柳铭
（外）,崔江红（外）,张亚妮
（外）,唐超（学）

学习困难认知评估系统开发与策略干预研究 2010-01-12 赵微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3-12-31
赵微,白洁（学）,刘朦朦
（学）,王妮妮（学）

基础教育专网整体应用推进策略研究 2010-01-01 乜勇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2-06-21 乜勇
普通高校网络有效教学模式研究——以陕西
省四所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中的网络教学
为例

2009-11-30 张立国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10-12-30
张立国,马红亮,李新成,张萍,
郑志高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促进西部农村义务
教育优质发展的调查研究

2009-11-30 司晓宏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司晓宏,杨令平（外）,祁占勇,
王鹏炜,杨忠国（外）,李晓华
（外）,杨军（外）,张正峰

专业发展框架下的教师个体教学哲学建构研
究

2009-11-30 陈晓端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7-30

陈晓端,马莹（学）,常亚慧,龙
宝新,崔晓静（学）,高岩
（学）,南纪稳,习作宏（外）,
王玲（外）,张肖（外）

“三农”远程教育的资源共享研究 2009-11-30 马红亮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2-12-31
马红亮,马池珠（外）,马颖峰,
郑志高,贺宝勋

“三本”取向的德育理念与实践研究 2009-11-30 孙峰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孙峰,龙宝新,李高峰,刘建君
（外）,陈勇刚（外）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贷款问题的法理研究 2009-11-30 陈鹏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0
陈鹏,祁占勇,祁占勇,李延平,
张旸,王鹏炜,秦立霞,石学云,
陈文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研究 2009-11-30 张正峰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2-12-31 张正峰

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的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
人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2009-11-30 祁占勇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2-31
祁占勇,陈鹏,李延平,张旸,王
鹏炜,秦立霞,石学云

陕西省基础教育专网高效运行机制研究 2009-11-16 乜勇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0-11-16 乜勇

陕西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
体系研究

2009-11-16 孙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0-11-16
孙峰,龙宝新,李菲,李彩娜,陈
勇刚（外）,肖世民（外）,谢
妮（外）

师范院校中理论与实践相融通的教育学课程
群建设研究

2009-11-13 栗洪武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1-10-31 栗洪武,龙宝新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之评估研
究

2009-10-20 乜勇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20 乜勇

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工作绩效评价研究 2009-10-01 王鹏炜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0-12-08
王鹏炜,高丽,刘宇辉,祁占勇,
张正峰



构建陕西省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 2009-10-01 司晓宏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08-01
司晓宏,李越（外）,杨令平
（外）,王鹏炜,祁占勇

大学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研究 2009-09-30 陈亮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3-09-10 陈亮

陕西省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与发展研究1 2009-09-30 李少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12-31 李少梅

陕西省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与发展研究 2009-09-18 李少梅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0-12-30
李少梅,程秀兰,刘华,苏晓芬
（外）

基于现代远程教育平台的西部媒介素养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09-09-18 张立国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0-10-30 张立国,马红亮,王敏芝

新时期德育理论的观念更新和方法改革研究 2009-09-18 龙宝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9-30
龙宝新,孙峰,李高峰,刘建君,
陈勇刚

陕西省中小学艺术教育有效教学模式研究 2009-09-07 杨黎明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0-12-30
杨黎明,许蕾（外）,高明
（外）,卢梓（外）,刘建君
（外）

教师胜任能力研究 2009-09-07 石学云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05-30

石学云,朱红强（学）,魏萍
（外）,赵蕊,高丽,徐建平
（外）,王庭照,马瑾（外）,冯
建新,兰继军,何宁,祁占勇

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2009-09-07 孙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09-30
孙峰,龙宝新,李菲,李彩娜,刘
建君

陕西省普通高校网络有效教学模式研究 2009-09-07 张立国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12-30
张立国,马红亮,李新成,张萍,
郑志高

陕西省农村中小学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及其效
应研究

2009-09-07 栗洪武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12-30
栗洪武,秦立霞,龙宝新,李早霞
（外）

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2009-09-07 郝文武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2-06-30
郝文武,何善平（外）,康伟
（外）,胡春明,郭祥超

中学英语“侵入式”教育学模式与英语教学
思想创新研究  

2009-09-07 赵微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08-30 赵微



高等学校法人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2009-09-07 陈鹏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12-31
陈鹏,赵蕊,祁占勇,李延平,张
旸,石学云,王鹏炜,秦立霞,任
艳红（外）,谢虹

免费师范生教师角色塑造及生涯发展的心理
机制研究

2009-09-01 王庭照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11-09-01
王庭照,李录志,郝文武,石学
云,王丽

陕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
究

2009-09-01 司晓宏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0-11-30 司晓宏

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PLC模式研究 2009-07-09 陈晓端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12-03-20 陈晓端,龙宝新,刘建君,孙艳霞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西北五省区的
实施效果及人民群众满意度的调查研究

2009-07-09 司晓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0-12-31

司晓宏,杨军（外）,张正峰,杨
令平（外）,王鹏炜,杨忠国
（外）,李晓华（外）,刘宇辉,
高丽,祁占勇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子项目“西
北地区学前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现状与实验
实践研究”

2009-06-30 程秀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重大课题

2011-06-30 程秀兰

教育学教学团队 2009-06-25 郝文武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14-06-26 郝文武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陕西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
式研究

2009-06-05 李延平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11-10-27

李延平,李燕燕（学）,薛媛
（学）,周坤（学）,陈鹏,赵晓
林（外）,祁占勇,石学云,毕生
元（外）,王侠（外）,陈继刚
（外）,韩芳（外）

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与族别认同研究 2009-06-01 袁利平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4-01-01 袁利平

西北五省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2009-06-01 司晓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一般课题

2010-12-31
司晓宏,张正峰,杨令平（外）,
王鹏炜,杨忠国（外）

西安市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策略研究 2009-04-29 祁占勇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大项目

2009-10-31
祁占勇,陈鹏,张旸,石学云,方
科平（外）,谢虹,赵蕊



陕西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状况研究 2009-04-10 杨洁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10-30 杨洁

西安市农村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模式研究 2009-04-10 李延平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0-30
李延平,赵晓林（外）,祁占勇,
张旸,陈鹏

西安市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与政府责任 2009-04-09 程秀兰
西安市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09-11-30 程秀兰

西安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实效性
的研究

2009-04-08 张萍
西安市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0-28
张萍,张立国,乜勇,雷晓艳
（外）,赵洪月（学）,李娜
（学）,刘宝军（外）

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平台教师教育理论创新平
台项目负责人

2009-01-19 郝文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15-12-31 郝文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 2008-09-15 张建祥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6-30
张建祥,杨三省（外）,吕俊
涛）,赵安民,全燕黎,方海兴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婚姻心理状态研究 2008-09-15 王庭照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6-30
李涛（外）,王庭照,王晓方
（外）,郑林科（外）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中小学德育工作网络
体系研究

2008-09-10 孙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03-01 孙峰

农远工程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 2008-09-10 傅钢善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03-30 傅钢善,乜勇,杨冬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中小学德育
工作网络体系研究

2008-09-06 孙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09-06
孙峰,李彩娜,龙宝新,李菲,刘
建君,陈勇刚

陕西不同区域幼儿园办园标准与评估体系研
究

2008-09-05 李少梅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9-30 李少梅

陕西省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现状分析与研究 2008-09-05 程秀兰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07-30
程秀兰,刘迎接（外）,兰纪
军）,赵琳

陕西省不同区域幼儿园办园标准与评估体系
研究

2008-09-01 李少梅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01-31 李少梅,刘华,余宁,彭海蕾

陕西城市义务教育投入变动趋势与特点研究 2008-09-01 谢秀英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10-01 谢秀英

民族教育质量保障和特色发展研究 2008-08-09 吴合文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重点课题

2012-03-31 吴合文

陕西省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2008-06-30 胡春明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6-30 胡春明,常亚慧,李创斌,王鹏炜



农民子弟学校外来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2008-06-30 常亚慧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6-30
常亚慧,吴康宁（外）,胡春明,
周宗伟（外）,程天君（外）,
杨灿君（外）,郭祥超,张斌

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中小学深化校内管理体制
改革的研究与实验

2008-06-01 司晓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08-12-01 司晓宏

辽西北职业教育发展法律保障体系研究 2008-01-03 陈亮 外省社科项目 2010-01-03 陈亮

网络学习机制及其学习模式与效果研究 2007-12-16 傅钢善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09-12-30 傅钢善,乜勇,张立国

高中阶段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2007-11-16 胡金木
教育部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胡金木

元教学研究  2007-10-09 陈晓端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12-30 陈晓端,乜勇
全球化视野下大学生品德新特点与学校德育
对策研究

2007-10-09 孙峰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8-06-30 孙峰,龙宝新,李菲,刘建君

三维教学目标统一的有效方式研究 2007-10-09 郝文武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8-06-30
郝文武,郭祥超,张旸,康伟
（外）,高治东（学）,牛文明
（学）,贺卫东

现代大学制度的法律重构 2007-10-09 陈鹏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06-30
陈鹏,李延平,祁占勇,王鹏炜,
任艳红（外）,王富平（外）

后农业税时期我区南疆四地州农村义务教育
发展研究

2007-09-01 司晓宏 外省社科项目 2009-12-01 司晓宏

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教师培训的策略
研究

2007-08-08 乜勇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10-12-20 乜勇,马骐（外）

优秀幼儿教师内隐教育教学行为研究 2007-03-09 程秀兰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09-06-30 程秀兰

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教育
研究

2007-03-01 胡金木 外省社科项目 2012-10-20 胡金木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
践效果研究

2007-01-01 司晓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国家基金青年课
题

2009-06-01 司晓宏



和谐社会中道德教育的独特性研究 2006-12-26 胡金木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09-10-31 胡金木

基于认知比较范式的聋童视知觉加工能力与
补偿教育策略研究

2006-12-26 王庭照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09-12-31
王庭照,王丽,张凤琴（外）,刘
旺,雷江华（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
模式研究（2006—2008），陕西省哲学社会
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经费1．6元人民
币。

2006-10-10 栗洪武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8-12-30 栗洪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
模式研究

2006-10-06 栗洪武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9-12-30 栗洪武

2008奥运会对我国体育发展的辐射效应研究 2006-09-22 赵薇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2007-06-01
赵薇,石学云,陈珂,王庭照,张
鲲,肖建原,杨小帆

远程教育学基本理论及其体系研究 2006-01-19 马红亮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06-12-30
张秀梅（外）,丁新（外）,杨
改学（外）,龚志武（外）,马
红亮

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在陕西农村中小学的教学
应用研究

2006-01-19 张文兰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

2008-12-31
张文兰,傅钢善,张晓瑾（外）,
张立国,乜勇

《外国教育史》（网络教育）精品课程 2004-06-22 刘新科 其他国家级项目 2007-06-21 刘新科

陕西省《外国教育史》精品课程 2004-05-13 刘新科 陕西省社科项目 2004-09-29 刘新科

陕西省高校党建问题研究 2004-04-01 司晓宏
陕西省教育厅社科
项目

2005-04-01 司晓宏

上海市幼儿园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研究 2002-09-04 赵薇 中央其它部委项目 2005-09-03 赵薇

高等师范院校学生素质的培养提高与课程体
系的改革研究

2002-08-01 司晓宏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03-08-01 司晓宏

聋童空间能力评估与训练研究 2002-07-08 郝文武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05-12-01
郝文武,王庭照,王丽,张凤琴
（外）

经济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失真问题
的个案研究

2002-06-10 李延平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规划课题

2006-06-10
李延平,李晓华（外）,陈鹏,栗
洪武,霍涌泉,杨建华,朱智斌,
高丽,石学云,高东新（外）



资源教室建设与资源教师在职培养 2002-06-05 赵薇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05-06-04 赵薇

基础教育艺术课程的标准的研制与实验 2002-05-20 牛晓牧 教育部其他项目 2005-12-30
牛晓牧,王庭照,王丽,余宁,陈
彦婷（外）

角色游戏与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实证研究 2002-04-15 李少梅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04-12-30 李少梅,程秀兰,刘建君

角色游戏与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实证研究 2002-04-15 李少梅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04-12-31 李少梅

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构建

2002-02-28 刘鹂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

2007-12-31 刘鹂

新时期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研究 2001-10-01 司晓宏
陕西省其它厅局项
目

2001-10-31
司晓宏,任应坤,郑生忠,王永
安,陈答才,李斐

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师德研究 2001-04-01 司晓宏
教育部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02-12-01 司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