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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教〔2020〕21834 1352018006

漯河市 漯河市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 “诗意作文”综合实
李运生 王凯 谷亚丽 王新乐
张荣谦
践活动课研究
牛晓莉

豫教〔2020〕21835 1352018038

郑州市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信息技术环境下新型教学模式研
究

王宏

张虎 常新中 王勇 王翔
王丹丹

豫教〔2020〕21836 1352018037

省直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基于 MOOC 的《护理礼仪》混合式教学的实
何敏 李晓静 杜鑫 申洪娇 冯
付保芹
践研究
晓敏 王珊珊

豫教〔2020〕21837 1352018042

省直

河南省轻工业学校

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李健婷

陈亚峰 田芳 朱慧泉 乔海霞
沈溶溶

豫教〔2020〕21838 1352018026

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利用在线教学练习系统开展信息技术翻转
段志起 张玲玲 张俊杰 王宁
胡富珍
课堂的实践研究
王明飞 李雪情

豫教〔2020〕21839 1352018035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APP 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实验研究

豫教〔2020〕21840 1352018024

鹤壁市 鹤壁市明志中学

核心素养视角下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堂
陈圆圆 栗玉军 张瑞杰 刘亚盟 葛文婷
融合的策略研究

豫教〔2020〕21841 1352018016 三门峡市 灵宝市实验小学
豫教〔2020〕21842 1352018032

洛阳市

刘娜

张松 白海勇 贾雪娇 郑璐 陈
慧敏

小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自主、合作、
李芳 郭占苗 尚飒飒 王丽芳
段军杰
探究式学习研究
李媛媛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第三 基于班班通环境下的“生命活力智慧课堂”
姬星星 樊京华 白玉冰 白恩杰
杨巧娟
实验小学
教学模式的研究
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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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教〔2020〕21843 1352018034

洛阳市 洛阳市实验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机器人创客教育的现状、问
阮辉 孔智杰 桂元 冯小静
尚艳丽
题与对策研究
崔国才

豫教〔2020〕21844 1352017037

洛阳市 洛阳市电化教育馆

中小学多媒体知识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
陈秉衡 杨辉 孙雅兰 孟祥雨
张雷涛
策研究
路晓乐

豫教〔2020〕21845 1352018040

省直

河南省电化教育馆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创新应用研究

陈冰文 王亚丽 乔聚兵 张婷婷 陈越

豫教〔2020〕21846 1352018045

鹿邑县 鹿邑县电化教育馆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创新应用研究

张新亮

豫教〔2020〕21847 1352018025

新乡市 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

信 息技 术 与 语文 数 学学 科 融 合创 新 应 用
张静 王春艳 安常宝 李趁心
姜玉忠
研究
侯江涛

豫教〔2020〕21848 1352018013 三门峡市

刘如意 王丹 翟英姿 李静静
武伟丽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 农村中学生利用 CC-talk 开展自主、合作、
王战辉 李娟娟 郭旭阳 马宝娟
王立宁
镇第一初级中学
探究式学习的研究
王晓华 陈娥
王立康

张玉芬 唐克英 冯焱 姚卫娜
张岩 吕堃

秦兵

袁勤 刘杨锋 周铁彦 付朝晓
苏继东 苏梦楠

豫教〔2020〕21849 1352018027

新乡市 新乡市实验小学

新技术背景下的说课研究

豫教〔2020〕21850 1352018007

南阳市 镇平县电化教育中心

信息技术融入小学作文教学的策略研究

豫教〔2020〕21851 1352018044

巩义市 回郭镇第一初级中学

班班通环境下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效整
周燕杰 周燕辉 孙景虎 石军委
周晓燕
合的研究
赵肼慧

豫教〔2020〕21852 1352018004

漯河市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Scratch 少儿趣味编程教学研究

许新慧 吕洲 张雯斐 于艳娜 姬贺奎

信息技术环境下个性化学习研究

豫教〔2020〕21854 1352018010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

智慧校园环境下的智慧课堂与学科融合的
王聪霞 杨园 张素娟 刘懿仙
芦孟岗
教学研究
胡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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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丽

周军红 李强 黄朝辉 李会芝
上官波

豫教〔2020〕21853 1352018017 三门峡市 渑池县韶州中学

豫教〔2020〕21855 1352018011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STEAM 教育视角下的城乡结合部小学创客
张珺霞 岳明星 李志林 王煜歆
岳晓赟
教育的探究
刘昉

豫教〔2020〕21856 1352018043

信息技术环境下心理学教学模式研究

省直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妍妍

刘晓萌 潘玲 高婷 丁俊玲
张红坡 李志毅

豫教〔2020〕21857 1352018005

漯河市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小学

交互式电子白板在小学美术剪纸课堂教学
石利霞 娄娟 谢丹 宋睆
林卫华
中的应用研究
王文俊

豫教〔2020〕21858 1352018022

濮阳市 濮阳市第八中学

信息技术下小学英语作业的多元化研究

豫教〔2020〕21859 1352018029

洛阳市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辅助中学数学 “四环三
姚艳丽 朱昱泊 彭朵朵 王鑫鑫
刘艳芳
度”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夏锐

豫教〔2020〕21860 1352018030

洛阳市 宜阳县城关镇东街学校

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策略研
张姣茹 周书妞 马白杰 樊文君
炊双霞
究
薛飞

豫教〔2020〕21861 1352018031

洛阳市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信息技术与高中化学教学融合创新应用研
王明辉 郑玉芳 蔡宏琴 雷超群
宋富有
究
何倩

豫教〔2020〕21862 1352018001

安阳市 安阳市南厂街小学

STEAM 理念下小学创客教育的途径、策略及
张丽荔 万斌峰 王丽鹏 杨志坤
贾莉霞
效果研究
王红庆

张海霞

程爱菊 万红艳 卢丽霞 王慧玲
薛淑贞 朱丽红

豫教〔2020〕21863 1352018015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陕州区第二小
小学专递课堂教学的应用研究
学

孙旭波

邹丹 贾松娟 苏晓鹏 李晓海
兀书琴

豫教〔2020〕21864 1352018009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崖底乡斜桥村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创新应用研究
学校

尚亚丽

刘敏 李茜 张晓娜 王静
梁二辉

豫教〔2020〕21865 1352018002

安阳市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 面向农村学校的专递课堂教学互动中的问
韩鹏飞 许元春 李昂 刘艳霞
魏文平
心
题与对策研究
宋美光

豫教〔2020〕21866 1352018008

南阳市 镇平县涅阳二小

信息技术环境下有效培养小学高年级数学
王晓晖 王晓荣 王庆凡 李变伶
数形结合思想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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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教〔2020〕21867 1352018019

焦作市 武陟县育英实验小学

豫教〔2020〕21868 1352018012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实验幼儿园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融合应用研
何丽英 马淑杰 刘玉婵 吴新燕
孟利花
究
邱洁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艺术活动中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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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荣

郑洁 李菁 王迎雪 卫金平
魏颖 牛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