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关于全国高职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资源研究项目的立项通知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开展以职业需求为导

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加快电子信息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深

入合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电子信息类专业指导委员会与中国电子教育学会职业教育分会，在 2014 年

12 年组织启动了“全国高职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资源研究项目” 的申报工作，在 2015

年 5月 15日～6月 15日，经工信行指委电子专指委和电子教育学会职教分会有关专家和

领导，对已申报的 104 项课题通过网络评审和会议评审，经研究决定对 90 项课题予以立

项。现将教学资源研究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为确保教学资源研究质量，各校教研部门应对资源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监督，希望

项目负责人认真落实，切实做好资源研究工作，力争能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有

新的突破，使研究成果对全国其他院校的专业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2、工信行指委电子专指委对立项课题要进行跟踪管理与结题验收工作，各项目负责

人应及时将课题研究进展工作汇报至专指委秘书处。 

3、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为一年（2015年 7月至 2016年 6月），在项目完成后可以申

请结项验收，2016年由工信行指委电子专指委进行优秀教学成果评选活动。 

 

 附: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教学资源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工业和            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 6月 25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366.htm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教学资源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教学资源研究项目对应课程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GXH2015-01 模拟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国兵 

GXH2015-02 模拟电子技术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  川 

GXH2015-03 模拟电子技术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钟美玲 

GXH2015-04 模拟电子技术应用基础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王  川 

GXH2015-05 数字电子技术及应用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王  苹 

GXH2015-06 数字电子技术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文 

GXH2015-07 数字电子技术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鲁子卉 

GXH2015-08 数字电子技术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谢永超 

GXH2015-09 数字电子技术与实践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和娟 

GXH2015-10 数字电路及 PSOC 实现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何小河 

GXH2015-11 电子技术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恩华 

GXH2015-12 电子技术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汪  红 

GXH2015-13 高频电子线路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郭建勤 

GXH2015-14 高频电子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贾艳丽 

GXH2015-15 射频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宝明 

GXH2015-16 电路分析基础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廖  芳 

GXH2015-17 电工基础与技能训练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沈许龙 

GXH2015-18 电工电子技术 淄博职业技术学院 宋  涛 

GXH2015-19 电子设计自动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邹心遥 

GXH2015-20 EDA技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吴  娟 

GXH2015-21 EDA技术应用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粟慧龙 

GXH2015-22 FPGA应用开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贺敬凯 

GXH2015-23 电子 CAD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  靖 

GXH2015-24 电子 CAD 赣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闫瑞瑞 

GXH2015-25 电子 CAD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  玲 

GXH2015-26 电子产品制图与制板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顾治萍 

GXH2015-27 电子产品制图与制板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  瑞 

GXH2015-28 电子产品制图与制板（PCB）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书雨 

GXH2015-29 电子产品制图制版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熊  异 

GXH2015-30 单片机技术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何小河 



 

项目编号 教学资源研究项目对应课程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GXH2015-31 单片机应用技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王静霞 

GXH2015-32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栾秋平 

GXH2015-33 单片机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陈立平 

GXH2015-34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 天津职业大学 孟庆杰 

GXH2015-35 单片机应用技术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法春 

GXH2015-36 单片机应用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  璇 

GXH2015-37 单片机应用技术 淄博职业技术学院 冯泽虎 

GXH2015-3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严峥晖 

GXH2015-39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朱芙菁 

GXH2015-40 AVR单片机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  永 

GXH2015-41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  红 

GXH2015-42 微控制器应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科新 

GXH2015-43 微控制器应用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军锋 

GXH2015-44 智能电子产品分析与实践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朱水泉 

GXH2015-45 智能电子技术实践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元熙 

GXH2015-46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  强 

GXH2015-47 电子产品制作技术 淄博职业技术学院 王  尧 

GXH2015-48 电子产品制作工艺与实训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廖  芳 

GXH2015-49 电子产品工艺与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商敏红 

GXH2015-50 电子产品检测与检验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玥玥 

GXH2015-51 电子产品检验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学耕 

GXH2015-52 电子测量技术 桂林工学院 陆绮荣 

GXH2015-53 电子测量与仪器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友兵 

GXH2015-54 虚拟仪器与检测技术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振昌 

GXH2015-55 电视机检测与维修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贾连芹 

GXH2015-56 电子产品维修技术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王成福 

GXH2015-57 数字电视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阴家龙 

GXH2015-58 有线电视网络组建与维护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新 

GXH2015-59 家电服务管理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芹 

GXH2015-60 表面贴装技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刘睿强 

GXH2015-61 集成电路 EDA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居吉乔 



 

项目编号 教学资源研究项目对应课程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GXH2015-62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顾晓清 

GXH2015-63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居水荣 

GXH2015-64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王宇星 

GXH2015-65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  萍 

GXH2015-66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葛羽屏 

GXH2015-67 RFID射频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袁迎春 

GXH2015-68 无线传感器网络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华军 

GXH2015-69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栾秋平 

GXH2015-70 传感器应用技术 天津职业大学 贾海瀛 

GXH2015-71 检测与传感器技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王林泓 

GXH2015-72 传感器与自动检测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王  迪 

GXH2015-73 自动检测技术 淄博职业技术学院 韩振花 

GXH2015-74 信号检测与处理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吴海波 

GXH2015-75 PLC及其应用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霍览宇 

GXH2015-76 西门子 S7-200PLC 应用技术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祝  福 

GXH2015-77 三菱 PLC 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王华东 

GXH2015-77 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与调试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东红 

GXH2015-78 物联网概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  园 

GXH2015-79 物联网项目综合实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聂佰玲 

GXH2015-80 网络系统集成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珊珊 

GXH2015-81 组网技术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胡颖辉 

GXH2015-82 综合布线技术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  华 

GXH2015-83 通信工程勘测设计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元挺 

GXH2015-84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维修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刘  勇 

GXH2015-85 LTE移动技术应用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殷燕南 

GXH2015-86 光电器件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苏蓓蓓 

GXH2015-87 光电显示技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毛小群 

GXH2015-88 LED生产与检测技术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林火养 

GXH2015-89 安全防范系统设计与施工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程智宾 

GXH2015-90 电子信息专业英语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