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中小学数学专项课题拟推荐立项名单

序号 学段 地市 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1 小学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发展
研究院

曾绮霞
在小学一年级中开展“主题数学活动”
的实践探索

2 小学 广州
广州市从化教育师发展
中心

侯美霞
教育目标分类学视角下信息技术与小学
数学课堂融合创新的研究

3 小学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
验小学

陈婕 指导小学生读讲数学故事的行动研究

4 小学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发展
研究院

杨焕娣
小学数学“滚雪球”式研修促进教师专
业素养提升的实践研究

5 小学 广州
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发展
中心

卢惠谦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活动课程的实
施策略研究

6 小学 广州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小学 江腾旦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小学数学“统计与概
率”教学研究

7 小学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
山学校

骆艳红
供给侧理念下民办学校小学数学“四式
”教研的实践研究

8 小学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小学 肖江平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数学“综合与实
践”活动课程实践研究 

9 小学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
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韦潞莹
具身认知视角下提升小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的 
           教学路径研究 

10 小学 深圳 盐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晏长春
基于提升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教学模
式研究

11 小学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穆传慧 小学生数学审辩式学习的实践研究

12 小学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
校（集团）星河学校

李细林
PISA视角下小学高段数学情境性问题设
计研究

13 小学 深圳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吴鹏圣
小学数学“数的认识”各版本教材相关

资源整合应用研究 

14 小学 深圳 人大附中深圳学校 倪爱华
小学数学混合式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研究

15 小学 珠海
珠海市金湾区外国语学
校

高福鹤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课周期性作业
的实践研究

16 小学 汕头 汕头市桂花小学 方芳 小学数学微课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17 小学 汕头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第
三小学

冯玉銮 小学数学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18 小学 佛山
佛山市高明区教师发展
中心

梁维民
基于“非线性”小组合作学习的学生自
我发展评价研究

19 小学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教
育办公室

张峰
中小学数学“非线性”教学模式的推广
及应用研究

20 小学 佛山 佛山市三水实验小学 魏广生
小学数学“非线性”教学中学生话语体
系研究

21 小学 韶关 南雄市第二小学 叶洁茜 编程猫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整合与应用



序号 学段 地市 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22 小学 韶关
韶关市南雄市雄州街道
永康路中心小学

何启兵
基于“名师工作室”的山区县小学数学
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探索

23 小学 韶关
韶关市武江区黄田坝小
学

林文辉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研究

24 小学 韶关
韶关市浈江区风采实验
学校

蓝新平
MPCK视角下的小学数学校本研修活动设
计与实践研究

25 小学 梅州 平远县中行中心小学 张晓华 提高小学生运算能力的策略研究

26 小学 梅州 梅州市大埔县大埔小学 刘雪芬
基于信息技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优
化研究

27 小学 梅州 梅州市梅县区德兴小学 彭永光
小学生数学预学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研
究

28 小学 梅州 兴宁市第一小学 罗苑青 优化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研究

29 小学 惠州 博罗中学中洲实验学校 何夏青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思维能力的研究

30 小学 惠州
惠州市博罗县湖镇中心
小学

黄雪清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模型思想的策略研
究

31 小学 惠州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陈江五一小学

张燕香 小学数学“双导制”教学模式的探究

32 小学 汕尾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教
育科学研究办公室

林焕好
教研员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的探索与
实践——基于汕尾地区的研究

33 小学 汕尾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信
息技术部

江增庚
STEAM教育理念下小学高年级数学“综合
与实践”教学策略研究

34 小学 汕尾
汕尾市陆丰市内湖镇中
心小学

魏锦锋 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研究

35 小学 汕尾
汕尾市海丰县可塘镇中
心小学

卓于思
基于核心素养下过程作业设计与评价的
实践性研究

36 小学 东莞
东莞市常平镇教育管理
中心

何燕珍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领域下结构化教
学的研究

37 小学 东莞 东莞市大朗镇第一小学 曾娟林 小学数学“感受课”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38 小学 东莞 东莞市东城第五小学 于芳 HPM视角下小学数学单元整体教学研究

39 小学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教育
管理中心

尹群娣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小学数学项目式学
习实践研究

40 小学 东莞 东莞市松山湖第一小学 何莎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数学活动课程开
发与实践的研究

41 小学 中山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陈名胜
提升小学高年级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
的实践研究

42 小学 中山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
信学校

杜少君
基于“三步四能”下的小学数学解决问
题教学策略研究

43 小学 中山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于庆江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综合与实
践课设计和实施研究



序号 学段 地市 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44 小学 中山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
小学

梁桂明 以学生小课题促进深度学习的实践研究

45 小学 中山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唐国峰
构建立体式研课模式推进小学数学校际
教研合作的行动研究

46 小学 江门
江门市蓬江区教师发展
中心

黄肖慧
素养视角的小学数学项目化学习实践研
究

47 小学 江门 江门市棠下镇周郡小学 陈丽华
建模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应用的案
例研究

48 小学 江门 江门市启明小学 黄炳强 小学数学微课式前置性学习的实践研究

49 小学 江门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台
城第二小学

甄巧连
指向高阶思维的小学生数学学习方式研
究

50 小学 江门
江门市新会区教师发展
中心

李发开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优
化研究

51 小学 阳江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城
西中心小学

张红梅
微课在农村小学中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开
发与应用研究

52 小学 阳江
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
第一小学

余幼妃
六年级学生提高数学运算能力的学习方
法研究

53 小学 阳江 阳西县教育局 谈贵友 数形结合优化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

54 小学 湛江 湛江市第八小学 黄小珍 小学数学课堂联动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55 小学 湛江 湛江市第十八小学 陈康沛
小学高年级学生空间观念发展的实践与
研究

56 小学 湛江 湛江市第四小学 黄慕华
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数学综合实践活动
评价策略研究

57 小学 茂名 高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邱锋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的实践研究

58 小学 茂名  信宜市教育城小学 赖家荣
融合数字教材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
效的研究

59 小学 茂名
茂名市电白区电城镇港
头小学

郑渊荣
融合微课与数学文化提高小学数学课堂
有效教学的策略研究

60 小学 茂名
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文
岭小学

吴全基
农村小学低年级数学激励教学研究与实
践

61 小学 茂名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山
阁镇中心小学

张梅
茂名地区小学生数学学习方式城乡差异
的研究

62 小学 肇庆 肇庆市第四小学 聂家杰
轻负高质的小学数学作业多样化设计的
实践与研究

63 小学 肇庆 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 林肇坚
基于精准化教学提升小学数学教学质量
的实践研究

64 小学 肇庆 肇庆市高要区星科学校 曾志群 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优化研究

65 小学 肇庆
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
庆鼎湖中心小学）

莫瑞兰 小学数学游戏化练习设计与实施的研究



序号 学段 地市 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66 小学 清远
清远市清城区教师发展
中心

梁北招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小学数学教学
资源开发与利用实践研究

67 小学 清远
清远市清新区第五小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保利
小学)

朱国亮
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化策略研
究

68 小学 清远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
顺德希望小学

许珠亮
提升瑶族地区小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
的策略研究

69 小学 清远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
治县民族小学

陶贤卫
基于核心素养下民族地区小学数学教师
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

70 小学 潮州 潮州市实验学校 苏咏
在“图形与几何”的教学中培养中小学
生数学素养的研究

71 小学 揭阳市 揭阳市揭东区第二小学 陈彦鑫
小学数学空间与图形作业的优化与设计
的实践研究

72 小学 揭阳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灰
寨镇灰寨小学

李育丰
小学中高年级数学教学中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能力的策略研究

73 小学 揭阳 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 张英芝
立足于教材分析的小学数学课堂提问有
效性的策略研究

74 小学 云浮 罗定市教育局教研室 罗雪莲
欠发达地区小学数学学习方式状况调查
研究——以罗定市为例 

75 小学 实验区 中山市南头镇发安小学 陈建华 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优化的研究

76 小学 实验区 始兴县逸夫小学 李海花
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单元整体教学研
究

77 小学 实验区 梅州市五华县第五小学 李银娥 小学数学有效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

78 小学 实验区
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
小学

冯灵忠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实
践研究

79 小学 高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阎昕明
小学数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训练的方法研
究

80 小学 高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然然
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小学数学结构化教
学策略构建

81 中学 广州 广州市黄埔区东区中学 徐晗
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初中数学项目学习
模式构建及案例开发

82 中学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实验
学校

黄海龙
初中生数学运算核心素养发展研究——
基于实证分析视角

83 中学 广州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发展
研究院

周明艳
以“智慧阅读”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
初中数学学习方式的优化研究

84 中学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南沙
实验学校

蒋凤琴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初中数学变式教学
研究

85 中学 广州 广州市第五中学 张智慧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数学整体性教学研
究

86 中学 广州 广州市第六中学 曹永生
基于案例分析的图形计算器在高中数学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87 中学 广州 广州中学 辛何庚
智慧课堂情景中的高中数学小组合作学
习的实证研究



序号 学段 地市 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88 中学 广州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郭施敏
普通高中学生数学理解水平教学研究
——以“回归分析”为例

89 中学 广州 广东广雅中学 赖淑明
平板技术融合的高中数学圆锥曲线高效
课堂实践研究

90 中学 深圳 深圳市高级中学 邵爱国
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高中数学课堂
的研究与实践

91 中学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洪飞
初中数学“精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92 中学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
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袁朝川
基于名师工作室平台的粤港澳大湾区数
学教研合作与交流研究

93 中学 深圳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
学校

吴守江 初中数学任务驱动教学方式研究

94 中学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翠园初级
中学

黄缨
基于提高学数学核心素养的项目化学习
设计与实践研究

95 中学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屠云松 初中数学混合学习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

96 中学 深圳 深圳科学高中 李剑锋 高中数学建模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97 中学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 蒋敏慧
高中数学新教材创设实际情境引入概念
的教学实践研究

98 中学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陈小波
基于高中数学思维发展的数字化“三微
”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99 中学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
中学

熊焕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情境教学策略
的实践研究

100 中学 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附属高级中学

王术江
基于图形计算器与Geogebra条件下的高
中数学建模案例研究

101 中学 珠海 珠海市第一中学 乐锐
信息技术与高中数学建模教学深度融合
的实践研究——核心素养的视角

102 中学 珠海 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 黄玉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课堂中学生活
动设计的研究

103 中学 汕头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杜华涛 初中数学线上教学有效性研究

104 中学 汕头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中
学教研室

杜向阳 中学数学作业设计策略

105 中学 佛山 佛山市第一中学 程生根 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建模教学实践研究

106 中学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初级
中学

黄金雄 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研究

107 中学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
学校

任晓红 初中数学“深度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108 中学 佛山
佛山市教育局教学研究
室

彭海燕
素养导向下新高考数学复习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109 中学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
学

郗坤洪
基于小组合作模式下数学课堂有效提问
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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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学 韶关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高级中学

谈际国
核心素养下的瑶区高中立体几何解题教
学研究

111 中学 韶关 韶关市新丰县第一中学 崔荣娟 山区高中数学单元教学的研究

112 中学 韶关 韶关市仁化县仁化中学 尹杰杰
信息技术与解析几何教学深度融合的实
践研究

113 中学 韶关 韶关实验中学 侯燕香 初三数学“说题”教学的实践研究

114 中学 韶关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林梅茵 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115 中学 韶关 韶关市武江区西河学校 陈石凤
教学倾听视觉下提高初中学生数学说提
能力的策略研究

116 中学 湛江 湛江第一中学 吴华棠
Geogebra软件与高中数学教学融合的实
践研究

117 中学 湛江 湛江市第二中学 陈海滢
高中数学概率统计中数学建模的教学实
践研究

118 中学 湛江 湛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林春辉
数学文化改进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策略研
究

119 中学 肇庆
肇庆市鼎湖区教师发展
中心

陈志佳
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的研究

120 中学 肇庆 肇庆市歌颂德学校 麦少雄 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活动课研究

121 中学 江门
江门开平市教师发展中
心

林庆伦 基于动态软件的数学实验研究

122 中学 江门
江门市教育研究院（江
门市中小学教研室）

钟烙华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下的初中数学深
度学习的教学设计研究

123 中学 江门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楼
山初级中学 

胡引娟
基于核心素养下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教学
的实践研究

124 中学 茂名 茂名化州市第一中学 李小春 数学文化与学科素养融合的研究

125 中学 茂名 茂名滨海新区庄山中学 陆玉良
农村初中数学作业设计与优化实践性研
究

126 中学 茂名
茂名高州市教师发展中
心

罗章宽
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数学作业的设计与
优化策略

127 中学 惠州 惠州市第三中学 杨凯怡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活动课程
的设计策略与实践的研究

128 中学 惠州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实验
学校初中部

李志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考典型几何题变式教
学及应用研究

129 中学 惠州 惠州市第八中学 袁东升
基于新课标下的高中数学建模课教学实
践研究

130 中学 惠州 惠州市实验中学 邱礼明
HPM视角下高中数学单元整体教学探索与
实践

131 中学 惠州 惠州市第一中学 张育奇
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中数学主
题教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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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学 梅州 梅州市丰顺县汤坑中学 孟令春
Geogebra与初中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实
践研究

133 中学 梅州 梅州市丰顺中学 李少强
基于培养山区学生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
新教材单元教学设计的研究——以函数
为例

134 中学 梅州 梅州兴宁市沐彬中学 钟剑华 中学数学核心概念教学方式方法研究

135 中学 梅州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陈志远
GeoGebra用于高中数学探究式教学策略
探讨

136 中学 梅州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孔鑫辉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核心概念课堂
教学的实践与重构研究

137 中学 梅州 梅州兴宁市第一中学 肖建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作业设计与优
化

138 中学 梅州 梅州市五华县琴江中学 杨金禄
新高考视角下山区薄弱高中数学作业分
层设计的实践研究

139 中学 汕尾
汕尾市凤翔逸挥基金中
学

陈美青 初中数学分层次教学方式探索

140 中学 汕尾
汕尾市陆河县河城第二
中学

练伟禹
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实
践探究

141 中学 汕尾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汕尾学校

刘光明 高中数学微专题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

142 中学 汕尾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刘文杰 高中数学新教材主题教学的实践和研究

143 中学 汕尾 汕尾陆丰市龙山中学 赵鸿强 高中数学学困生的归因分析及学法研究

144 中学 阳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阳东学校

冯小芹
小先生制模式提高初中生数学学习自主
性的行动研究

145 中学 阳江 阳江市第一中学 彭博
高中生数学发散性思维能力培养实践研
究

146 中学 阳江 阳江市阳东区第一中学 郑华平
新教材背景下数学写作在高中数学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147 中学 清远 清远市清城区清城中学 张韶锋
核心素养下初中数学校本作业设计与优
化研究

148 中学 清远 清远市第一中学 谢颂文
立足新教材，以案例驱动高中数学建模
教学实践研究

149 中学 清远
清远英德市教师发展中
心

申雷蕾
新课程背景下山区高中数学教学资源的
整合与利用研究

150 中学 清远 清远市阳山县南阳中学 杨炽
提高山区高中学生数学运算能力的实践
研究

151 中学 清远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
民族高级中学

李丽娟
民族地区高中数学递进式导学探究案设
计研究

152 中学 东莞
东莞市麻涌古梅第一中
学

黄若明
指向数学运算的初中数学微课程构建研
究

153 中学 东莞 东莞市万江第二中学 李永义 初中几何图形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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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中学 东莞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孙树德
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数学复习教学方式
的实践研究

155 中学 东莞
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
学校

冯宁
核心素养观下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的案
例研究

156 中学 东莞
东莞市丰泰外国语实验
高级中学

易文辉
基于理解高中数学本质的核心素养培养
研究

157 中学 东莞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赵金国
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数学课堂学习中的
实践研究

158 中学 中山 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 谢玲燕
希沃教学构建初中数学智慧课堂教学模
式的实证研究——以“三角形教学”为
例

159 中学 中山 中山市第一中学 孙要强 高中数学新教材比较研究

160 中学 中山 中山市龙山中学 姚汉豪
核心素养理念下信息技术与高中数学建
模课程整合的实践研究

161 中学 中山 中山市桂山中学 邱志权
基于传统文化的高中数学校本课程开发
实践研究

162 中学 中山 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 张  青
单元教学背景下初中数学作业设计与实
践研究

163 中学 中山 中山市华侨中学 陈春涛
发展学生数学建模素养的实际问题背景
优化研究

164 中学 潮州 潮州市高级实验学校 陈再敏
初中数学教学中优化问题设计的实践研
究

165 中学 潮州 潮州市高级中学 杨晓彬
高中学生数学学习方式培养策略的实践
研究

166 中学 揭阳
揭阳普宁市军埠镇莲坛
初级中学

张红英 初中数学教师专业发展有效途径的研究

167 中学 揭阳 揭阳市揭东第一中学 蔡淡鸿
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课堂有效渗透的实
践与研究

168 中学 揭阳
揭阳第一中学榕江新城
学校

范纯伟
新课标下培养高中生数学建模能力的教
学策略

169 中学 揭阳
揭阳市惠来慈云实验中
学

林雁鹏 初中数学概念课型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170 中学 云浮 云浮罗定中学城东学校 熊华定 高中新课标下统计概率的教学研究

171 中学 云浮 云浮市云浮中学 何杏银
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作业设计
与优化研究

172 中学 云浮 云浮市恒大学校 成带友
欠发达地区初中数学“问题串”式教学
的实施策略研究

173 中学 省直 广东实验中学 闻熠
SOLO分类评价在初中数学课例中的应用
和实践

174 中学 省直 广东实验中学 肖勇钢
新课标下高中数学建模课程建设与实践
研究——以广东实验中学为例

175 中学 省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罗碎海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视角下的高中数理融
合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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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中学 省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周洁珍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中考数学复习方式
的研究

177 综合 高校 岭南师范学院 齐春燕 初中数学教师专门内容知识的实证研究

178 综合 高校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

张艳虹
数学文化教育资源之在线数学博物馆研
发

179 综合 高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廖建全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 以山区重点中学数学课程教
学为例

180 综合 高校合作
广州市天河区教师发展
中心-华南师范大学

王西荣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数学问题链的设计
与应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