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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羊角天麻的综合鉴定 理工农医类 陈光明 药学院 是

2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模式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人文社科类 余朝良 科研与发展改革处 是

3 基于学习通平台药理学混合式教学研究 人文社科类 赵玉琴 药学院 是

4 《中药调剂技术》教材编写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杨艳娟 药学院 是

5 信息化背景下高职公共英语混合式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云南新兴职业 人文社科类 饶丽琼 基础部 是

6 新时代云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激励机制研究 人文社科类 王雄 教务处 是

7 高职护理专业“岗课赛证”融通实训课程体系的建构 人文社科类 张艳秋 护理学院 是

8 针灸百会穴联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子宫脱垂的临床疗效研究 理工农医类 师永双 医学康复学院 是

9 校企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药事管理课程“模块化”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应用 人文社科类 丁子航 药学院 是

10 高职院校《药物分析实验》课堂行为研究 人文社科类 覃业茗 药学院 是

11 体医融合对青年骨密度低下的改善疗效分析 理工农医类 杨柄鑫 民族医药研究院 是

12 参加社团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人文社科类 王明亮 民族医药研究院 是

13 民办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人文社科类 高艳林 医学康复学院 是

14 职业院校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及性健康教育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杨永青 心理咨询中心 是

15 “三全育人”格局下高职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李蓉 基础部 是

16 混合式教学在临床检验基础实验课教学中的效果研究 人文社科类 殷喆 医学康复学院 是

17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实践路径研究 人文社科类 刘思思 基础部 是

18 职业测评工具在中职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李倩 药学院 是

19 用针灸代替宫氏脑针治疗痛经的效果分析 理工农医类 关丽芬 医学康复学院 是

20 CBL教学法在高职护理综合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理工农医类 杨晓君 护理学院 是

21 职业教育背景下高职康复专业《康复综合实训》 课程分层次教学的教学研究 人文社科类 肖信 医学康复学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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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南高职院校计算机课程思政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人文社科类  陈兴 基础部 否

23 基于学习通混合式教学对高校学生学习倦怠的效果分析 人文社科类 刘静雅 护理学院 否

24 昆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健身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 人文社科类 武丽 基础部 否

25 康复发展背景下《孕产康复》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王迪 医学康复学院 否

26 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人文社科类 黄家翠 基础部 否

27 后疫情下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就业焦虑现状及帮扶对策 人文社科类  庹呈滢 护理学院 否

28
中医拔罐技术在民办高职院校中的教学实践研究-以2019级五年制护理15、16班学
生为例

人文社科类 杨志梅 民族医药研究院 否

29 自媒体对高职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探究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王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否

30 职业院校PBL教学法在阿司匹林合成实验课程中的探索应用 人文社科类  杨小波 药学院 否

31 高职医学影像技术专业CBL教学模 式在《医学影像诊断学》教学中的改革探索 人文社科类 纪绍莲 医学康复学院 否

32 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困境和出路研究——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人文社科类 李晓艳 校级领导 否

33 关于硫酸软骨素应用于彩妆品眼影饼可行性的探索性研究 人文社科类 蒋倩 药学院 否

34 以思想建设为核心的高校党建工作研究 人文社科类  敖小娇 护理学院 否

35 云南省医学类高职院校体测健康预警体系建立的研究 人文社科类 戴正伦 基础部 否

36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路径研究 人文社科类  农玉山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否

37 温针灸、手捻针针刺次髎穴对痛经寒凝血瘀型60例对比 理工农医类 严六九 民族医药研究院 否

38 对《断层解剖学》与《医学影像解剖学》在教学中的结合研究 人文社科类 柳亚菲 医学康复学院 否

39 民族传统疗法课程教学改革成效探索 人文社科类 王洁 民族医药研究院 否

40 高职院校五年制护生职业认同感现状分析—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另如济 护理学院 否

41 护理专业实习生发生针刺伤原因 分析及防范措施—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李玉霞 护理学院 否

42 云南省医学类高职院校公共计算机课程教学方法分析及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李加飞 基础部 否

43 新媒体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人文社科类 王晓峧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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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AD/CAM运用于口腔固定修复工艺技术的教学效果研究 人文社科类 黎瑞 医学康复学院 否

45 思维导图在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人文社科类 徐利琼 护理学院 否

46 “课程思政”在高职院校《老年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与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李溢芬
护理学院 否

47 民办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研究 人文社科类 白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否

48 医学科高职高专《康复评定技术实训》课程教学改革与探讨 人文社科类 刘红霞 医学康复学院 否

49 虚拟仿真技术在《口腔修复学》课程的应用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杨炳金 医学康复学院 否

50 角色扮演法结合PBL教学模式在  《免疫学检验》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人文社科类 吕鹏 医学康复学院 否

51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钱道睿 护理学院 否

52 职业院校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及性健康教育研究 人文社科类 汤兴国 护理学院 否

53 抖音短视频对五年制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及对策探究--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为例 人文社科类 王荣念 护理学院 否

54
中专生学习《营养与膳食》对饮食营养需求的认知与应用研究策略-以护理专业学
生为例

人文社科类 段秋红 护理学院 否

55 五年制大专护生《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学习倦怠现状分析及应对措施 理工农医类 李凤菲 护理学院 否

56 “网红”文化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影响研究 人文社科类 胡晓东 护理学院 否

57 大疫背景下大专实习护生焦虑现 状调查及干预策略 人文社科类 缪嫱艳 护理学院 否

58 职业院校导师制在《健康评估》实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与效果分析 人文社科类 王仔燕 护理学院 否

59 关于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对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研究 人文社科类 毕玉娩 护理学院 否

60 《中医护理实训》在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 人文社科类 张锦 护理学院 否

61 课程思政背景下《急危重症护理技术》教学设计与实践 人文社科类 汤艳红 护理学院 否

62
以“问题串”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实践研究—以急危重症护理技术课
程为例

人文社科类 沈俊仙 护理学院 否

63 3D打印模型+翻转课堂在人体解剖学实训教学效果的研究—以“脑”为例 人文社科类 李江丽 医学康复学院 否

64 高职高专医科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提升困境问题之研究 人文社科类 张艳丽 医学康复学院 否

65 民办高职院校安全教育研究 人文社科类 杨晟泽 药学院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