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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教育学会文件 
中电教[2016] 9 号 

                                                               

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关于批准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 

2016年度教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的通知 

 

根据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关于申报中国电子教育学会计算机类专

业 2016年度教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的通知”（中电教[2016]6号）文件

精神，职教分会面向全国重点高等职业院校组织开展了计算机类专业

2016年度教学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截至 2016年 9月 1日，共计收

到 49所高职院校申报的 109个课题。经职教分会教学与资源建设委员

会组织专家评审和综合评定，确定《VR 技术在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应用

研究》（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程琼）等 109个课题为中国电子教育学会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 2016年度教学研究规划课题（见附件）。 

规划课题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课题经费 

课题经费原则上由项目学校提供资助，项目负责人亦可自筹经费。

课题经费的支出，执行项目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2.课题周期 

课题研究周期原则上为一年（从研究课题立项通知发出日起），在

课题完成后由项目学校组织结题验收。2017 年底前由中国电子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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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奖，评奖的组织工作由职教分会教学与资源建设

委员会具体负责。 

3.课题管理 

为确保课题研究质量，各校应对课题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管理与监

督。课题负责人应切实做好研究工作，力争能在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使研究成果对全国其他高职高专院校的计

算机类专业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4.课题成果 

本次立项的 109 个课题研究成果，将于结题后择优向《工业和信

息化教育》期刊推荐，也可由课题研究主持人自行选择发表。 

 

附件：中国电子教育学会 2016年度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研究规划课题名单 

 

 

中国电子教育学会 

                                      二O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主题词：学会  高职教育  规划课题  通知 
                                                                 
发至：学会领导  各分会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各理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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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电子教育学会 

2016年度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研究规划课题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01 中高职贯通班计算机数学教材建设研究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国胜 

CESEZ2016-02 计算机类职业性格特点分析研究 张国红 

CESEZ2016-03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共建游戏美术学生工作室的实施方法研究 张沪生 

CESEZ2016-04 基于 eNSP的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 蔡军英 

CESEZ2016-05 实时课堂教学和虚拟在线平台的协作性研究 李小俊 

CESEZ2016-06 增强现实技术在数字媒体应用专业课程改革中的应用 鲁家皓 

CESEZ2016-07 基于虚拟现实的网络攻防实验平台设计与实现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  琼 

CESEZ2016-08 “互联网+”计算机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张  敏 

CESEZ2016-09 高职高专移动开发类专业与培训机构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宋正江 

CESEZ2016-10 基于职业能力培育的高职信息安全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研究 毛  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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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11 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业女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李中跃 

CESEZ2016-12 高职软件技术专业突显“职业道德”的“双证融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郗大海 

CESEZ2016-13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课程标准与武警部队定向培养士官岗位技能标准对接

研究 
张  昉 

CESEZ2016-14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库  波 

CESEZ2016-15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李  礼 

CESEZ2016-16 基于虚拟环境下高职院校计算机算法类课程构件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孙  琳 

CESEZ2016-17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毕业设计-顶岗实习-就业”一体化模式创新与应用研究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于本成 

CESEZ2016-18 校企协同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实现路径研究——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 张敬斋 

CESEZ2016-19 高职院校创新与创业课程体系研究 詹新生 

CESEZ2016-20 计算机类专业在中高职衔接过程中的对策 陈祥章 

CESEZ2016-21 高职计算机类专业技能大赛推进职业教育全方位的改革探索与研究 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  进 

CESEZ2016-22 高职 IT专业学生创业素养及创业能力提升途径的研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李清平 

CESEZ2016-23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高职信息技术类专业为例  刘清华 

CESEZ2016-24 高职院校创新与创业课程体系的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 赵志刚 

CESEZ2016-25 基于创业教育的高校校园电子商务实践研究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王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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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26 SPOC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杨兆辉 

CESEZ2016-27 高职《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课程项目教学法研究 明丽宏 

CESEZ2016-28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工作室制教学模式的研究 肖  卓 

CESEZ2016-29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肖  卓 

CESEZ2016-30 互联网+时代职业院校顶岗实习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开发实践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  海 

CESEZ2016-31 数据库设计与实现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研究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郎振红 

CESEZ2016-32 翻转课堂模式在《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王  蓓 

CESEZ2016-33 基于“智慧教育理论”的计算机基础实训云平台建设研究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  永 

CESEZ2016-34 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技术创新与创业课程体系研究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彭  勇 

CESEZ2016-35 电子商务技术专业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陈  谊 

CESEZ2016-36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教、学、做一体化的课程建设研究 邱绪桃 

CESEZ2016-37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韩淑芹 

CESEZ2016-38 电子技术基础实训项目开发研究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  力 

CESEZ2016-39 基于《计算机网络》课程的信息化教学研究 史冶佳 

CESEZ2016-40 社交网络时代数据库技术及课程建设的研究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曾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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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41 
“实境耦合、工学结合”鄂州职业大学 H3C网络学院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模式

研究 

鄂州职业大学 

肖  力 

CESEZ2016-42 混合学习理论在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韩世芬 

CESEZ2016-43 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信息化教学研究 夏晓玲 

CESEZ2016-44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计算机网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杨殿生 

CESEZ2016-45 高职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付海娟 

CESEZ2016-46 互联网环境下高等职业教育共享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乔寿合 

CESEZ2016-47 运用教育统计学分析计算机专业课程设置 袁  哲 

CESEZ2016-48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计算机软件开发类课程中的实证研究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范国娟 

CESEZ2016-49 互联网+“交互式网站开发”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袁堂青 

CESEZ2016-5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课程项目包开发研究 祝瑞玲 

CESEZ2016-51 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建立开放式、多样立体化课堂体系结构的研究与实践  沈阳市电子工业技工学校  许  颖 

CESEZ2016-52 SPOC教学模式在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史二颖 

CESEZ2016-53 “精准有效供给”在高职院校课程改革中的研究与实践——以 ARM课程为例 徐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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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54 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于艳华 

CESEZ2016-55 基于 BP神经网络的《软件设计》 课程的高职网络教学交互平台 王素华 

CESEZ2016-56 开放式项目化的高职课程体系的研究 刘心美 

CESEZ2016-57 高职软件技术专业建设与实施研究 孙佳帝 

CESEZ2016-58 软件技术专业系列微课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研究 许春艳 

CESEZ2016-59 MOOC在偏远地区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实践研究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茹 

CESEZ2016-60 任务驱动视角下翻转课堂探索与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彭斐 

CESEZ2016-61 高职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吴培飞 

CESEZ2016-62 高职院校科技型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应用研究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李  蕾 

CESEZ2016-63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术标准对接研究与实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卢金燕 

CESEZ2016-64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崔  娜 

CESEZ2016-65 
内蒙古高职高专物联网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研究——以内蒙古电子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专业毕业生为例 
李晓荣 

CESEZ2016-66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 刘  雯 

CESEZ2016-67 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信息化教学研究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李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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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68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正吉 

CESEZ2016-69 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与教学相融合的模式研究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孙小英 

CESEZ2016-70 互联网+时代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罗幼平 

CESEZ2016-71 基于职业岗位的高职高专机器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与实践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姚四改 

CESEZ2016-72 VR技术在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程  琼 

CESEZ2016-73 基于移动平台的翻转课堂实践研究 张  瑛 

CESEZ2016-74 在线视频招聘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袁  森 

CESEZ2016-75 基于云计算的虚拟实训教学平台研究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  鸰 

CESEZ2016-76 基于特色专业建设的高职院校发展战略研究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方风波 

CESEZ2016-77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项目化驱动的高职《计算机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段晓丹 

CESEZ2016-78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问题研究 杨雨锋 

CESEZ2016-79 高等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李  敏 

CESEZ2016-80 移动商务专业“三元双育 三段递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建超 

CESEZ2016-81 高职院校物联网技术专业的开发与建设研究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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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82 微课教学模式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司元雷 

CESEZ2016-83 “互联网+”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陆祥翠 

CESEZ2016-84 计算机专业课程多元异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王  琛 

CESEZ2016-85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页开发与制作》课程改革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张梅樱 

CESEZ2016-86 VR技术在动漫微课资源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职业大学 

金  益 

CESEZ2016-87 高职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学资源设计研究 谭方勇 

CESEZ2016-88 基于 MOOC的《移动 UI设计》泛在学习平台的建设 廖黎莉 

CESEZ2016-89 安全防范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汪海燕 

CESEZ2016-90 安全防范技术应用课程合作学习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刘桂芝 

CESEZ2016-91 高职高专网络课程教学质量诊断与提升机制的研究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谭  明 

CESEZ2016-92 内蒙古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在线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马阿日娜 

CESEZ2016-93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学、做一体化的课程建设的研究 秦  涛 

CESEZ2016-94 基于移动平台学生视角下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左伟志 

CESEZ2016-95 互联网+视角下基于 O2O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汤飞飞 

CESEZ2016-96 基于协作学习和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鲁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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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院校 申报人 

CESEZ2016-97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做一体化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文娟 

CESEZ2016-98 
校企协同构建基于 MOOC的 O2O教学模式研究——以高职移动应用开发类课程

为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党中华 

CESEZ2016-99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方方 

CESEZ2016-100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导论教学研究 张  永 

CESEZ2016-101 高职院校开设大数据应用技术专业的分析与探索 杨和稳 

CESEZ2016-102 构建适用于高职教育的“Learner-Centered”教学模式 乔  洁 

CESEZ2016-103 混合学习型 Android应用开发课程教学平台建设的研究 张  霞 

CESEZ2016-104 基于 CMMI3级标准的高职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陆莉莉 

CESEZ2016-105 技能大赛促进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殷晓春 

CESEZ2016-106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 董志勇 

CESEZ2016-107 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为主线教材的设计、编写与资源开发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瑞新 

CESEZ2016-108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史宝会 

CESEZ2016-109 大师工作室语境下现代学徒制探索 魏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