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2017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全文数据库

信息摘录信息摘录信息摘录信息摘录 

2017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期期期期 

 

 

 

 

信息来源：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 (http://www.cnki.net) 



 

 1

栏目导读栏目导读栏目导读栏目导读 

校企合作 .................................................................................................................................... 1 

职业教育 .................................................................................................................................... 6 

师资队伍 .................................................................................................................................. 15 

思想政治工作 .......................................................................................................................... 24 

眼视光技术 .............................................................................................................................. 31 

包装技术与设计，印刷技术 .................................................................................................. 36 

酒店管理 .................................................................................................................................. 42 

商务英语 .................................................................................................................................. 48 

物流管理 .................................................................................................................................. 55 

电子商务 .................................................................................................................................. 62 

应用化工技术 .......................................................................................................................... 67 

生物制药技术 .......................................................................................................................... 78 

环境监测与评价 ...................................................................................................................... 85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 90 

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服务与营销 ....................................................................................... 94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 106 

广告设计与制作 .................................................................................................................... 116 



 

 1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校企合作 

返回栏目导读 

1/23 

【题    名】供给侧改革理念下高职教育创

新发展研究 

【作    者】边如欣;杜义强; 

【单    位】塔里木大学;塔里木大学动物

科学学院党支部;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人才的

供给与需求出现矛盾,高职教育对人才的培

养面临新的挑战。作为人才供给侧,为适应社

会发展,高职教育需要通过改变人才培养方

式、创新专业课程建设、开展校企合作、引

进技能型教师等一系列措施来改变输出人

才结构,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确保所培养

的人才符合社会经济和企业生产需要。 

【年】2017 

【期】11 

 

2/23 

【题    名】工学结合背景下的高职学生管

理 

【作    者】张蕾; 

【单    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工学结合模式的广泛应用,给高

职学生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章针对工

学结合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具体包括:明确校企双

方管理责任,完善激励机制;强化实训三方管

理意识,共建管理平台;科学制订工学结合计

划,平衡各方利益。 

【年】2017 

【期】11 

 

3/23 

【题    名】基于企业大学的高职校企协同

发展模式与关键环节 

【作    者】卢勇; 

【单    位】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服

务学院; 

【文献来源】企业经济 

【摘    要】企业大学的兴起为高职校企合

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校企协同发展创造了

条件。协同发展始于各组织自身需求,以校企

目标整合为基础,尊重市场机制,以组织网络

协同管理为手段,通过能力协同、资源协同,

实现校企以及企业大学的共同发展。基于企

业大学的高职校企协同发展既具备有利条

件,也面临着障碍。企业大学发展和校企资源

互补,协同运作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的匹配,是

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目标冲突、战略性不

够、文化冲突、管理体制,以及外部环境障碍、

空间阻隔等是协同发展的障碍。序参量管理、

“校-企”系统的内部协同及其与外部环境

的互动,是基于企业大学的高职校企协同发

展的关键环节。 

【年】2017 

【期】05 

 

4/23 

【题    名】订单式共育涉外酒店“主管班”

的创新实践 

【作    者】成秀萍; 

【单    位】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立德树人乃现代高职教育之本,

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活力在于育人模式的

不断创新。出于"新常态"下转型和创新引领

的内生动力,苏州地标名企——吴宫-泛太平

洋及其所属的酒店集团亟须一大批既有草

根精神更具国际视野,直接面向前台、客房、

餐饮、康乐等主体岗位的管理精英做人才支

撑,2012 年率先携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共建首个"主管班",融岗证课赛训于一体,以

岗定证、以证设课、以课促赛、以赛带训,

订单式共育一线主管级精英人才。 

【基    金】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16YB169);;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 第 一 期 外 语 教 改 ” 重 点 课 题

(GZWYJXGG-017) 

【年】2017 

【期】1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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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调查—

—以江西五所高职院校为例 

【作    者】徐德培;莫伟华; 

【单    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湖北工程

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坚持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走工

学结合的发展道路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回

归本真的必由之路。通过调查发现,企业对参

与职业教育缺乏热情,多数合作仅限于表象

的浅层次。从现实影响和限制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的因素出发,借鉴国外职业教育的成功

经验,有必要建立系统完善的激励机制,保障

企业积极、有效地参与职业教育。 

【基    金】教育部规划项目“企业的职业

教 育 责 任 及 补 偿 机 制 研 究 ” ( 编

号:DJA120289);主持人:徐德培 

【年】2017 

【期】12 

 

6/23 

【题    名】高职学生党员校企联动培养模

式探析 

【作    者】霍仙丽; 

【单    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摘    要】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加

强对学生党员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首先在深入分析"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与高职

学生党员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找到校企

之间的最佳切入点或渠道,构建高职院校学

生党员发展的创新路径。 

【基    金】广东省高等学校 2016 年党建

研究课题“工学结合视域下校企联动培养高

职学生党员的路径研究”(编号 2016GZYB37)

的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8 

 

7/23 

【题    名】英国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

经验及启示 

【作    者】吴苏苹; 

【单    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

贸学院; 

【文献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摘    要】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体系中,

企业的参与度较低,积极性不高,高职校企合

作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特别是企业无法

参与到培养计划、课程安排、培养考核、资

格认证、教学条件、教育经费使用等环节之

中,使得企业一直游离在校企合作体系之外,

处于被动的地位。英国职业教育体系比我国

更为完善,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处于主导地位,

参与职业教育的全过程。英国积累的宝贵经

验值得我国高职教育借鉴和学习。 

【基    金】浙江省高校“十三五”优势专

业建设项目——国家经济与贸易专业(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2 

 

8/23 

【题    名】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三方向四

轮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莫文湛;梁珠民;李军成; 

【单    位】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黑龙江畜牧兽医 

【摘    要】为了适应广西现代畜牧业发展

和市场需求,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高

职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教师对专业教育教

学进行了系列改革与实践,构建和实施了"三

方向四轮动"人才培养模式,以加强学生"四

种能力"的培养,提高人才培养工作水平,培

养出既懂理论又会操作,能安心在生产一线

工作,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基    金】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教

育教学研究立项项目(桂农职院研[2011]6

号) 

【年】2017 

【期】08 

 

9/23 

【题    名】以职业技能竞赛为导向的高职

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作    者】王永钊;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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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黑龙江畜牧兽医 

【摘    要】近几年,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国如

火如荼地开展着,为职业院校教改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但是在职业技能竞赛开展的

过程中,存在着大赛相关制度尚不健全、课程

内容与大赛技能水平的要求不匹配、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略显不足、校企合作的功效还未

显现出来等问题,笔者在市场营销专业上进

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营造职业技能竞赛氛围,

以课程改革为出发点,引领师资队伍的建设,

打造真正意义的"双师"队伍;以校企合作为

导向,不断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实现职业竞

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教"的新局

面;改变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不断提

升职业教育在社会的美誉度。 

【基    金】中国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

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2015—

2016 年 度 德 育 专 项 课 题 项 目

(DGW1516ACX001);; 

2015 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SZ151087) 

【年】2017 

【期】08 

 

10/23 

【题    名】关于深入推进高职教育内涵式

发展问题的探讨 

【作    者】王虹;金榜;陈明忠; 

【单    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当前,高职教育尚未完全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高职

教育内涵式发展问题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解

决。据此,应着重从办学注意力、教师队伍建

设、学校管理、科研工作、校企合作五个方

面转变发展方式,由此深入推进高职教育内

涵式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 

【基    金】2011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立项课题“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江

苏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对策研究”的研究成

果。(课题编号:D/2011/03/072) 

【年】2017 

【期】08 

 

11/23 

【题    名】基于利益共同体的高职院校校

企合作机制 

【作    者】郑荣奕; 

【单    位】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是破解校

企合作壁垒、推进深度合作的必然选择,高职

院校与企业有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共

同利益诉求,使构建共同体成为可能。由于合

作中也存在价值、经济、体制、文化方面的

冲突,因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就要规避校企之

间的冲突,满足校企合作共同的诉求,建立共

同愿景,完善法律框架,建立理事会,创新合作

形式,丰富合作内容,优化环境氛围,从冲突走

向融合。 

【基    金】2015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研究会项目“高职院校促进校企合作的体

制机制研究——以广州高校与企业合作促

进会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课题编

号:GDGZ15Y096) 

【年】2017 

【期】08 

 

12/23 

【题    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资源平台建

设初探 

【作    者】杨琼芳; 

【单    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了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部署,指出科技

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

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战略。创新

的关键是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由于其特点和

使命,必须面向社会才有创新题材,高职学生

才有创业机会;企业要对接学校,才能实现技

术创新和发展。因此,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有必要由政府主导,搭建校企合作、无

缝对接的平台,使高职院校面向社会面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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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第一线办学,同时又降低企业在技术创新、

职工培训、补充人力资源的成本,从而实现政

府、学校、企业三位一体共同参与、多方受

益的教学、科研、实践和用人体系。 

【年】2017 

【期】11 

 

13/23 

【题    名】基于“三化”与“三跨”发展

理念的办学实践探索——以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作    者】毛大龙; 

【单    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基于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和当前主要发展趋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性地提出校企合作有效化、教育信息化、

办学国际化的"三化"和跨境、跨界、跨专业

的"三跨"发展理念。"十三五"期间,学院将以

"三化"与"三跨"理念为指导,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加快"双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学院的办学水平。 

【基    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大学生公共精神

群体认同的传播机制及行为倾向研究”(项

目编号:DEA150267) 

【年】2017 

【期】11 

 

14/23 

【题    名】高职院校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

培训机制探析 

【作    者】王绍良;周睿棋;贺召平; 

【单    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职业培训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

质量的主要途径,是高职院校实现服务社会

的重要内容。构建校企合作的职业培训工作

机制,是职业培训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的关键要素。从职业培训工作的操作层面,

探析了运行、管理、保障三大方面的十项机

制,以期促进职业培训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 

【基    金】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

课题“校企合作视阈下职业培训研究”(课

题编号:JK012AZ00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石化职

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项目编

号:13YBA121) 

【年】2017 

【期】11 

 

15/23 

【题    名】基于“双实体”的生产性实训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高职商贸类专业

为例 

【作    者】何文华;汤健雄;邢大成; 

【单    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蓝尔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高教探索 

【摘    要】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

在分析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面临的困难

和商贸类专业校企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高

职院校构建基于"双实体"的校企合作模式,

并对基于经营实体生产性实训的人才培养

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广东女子职业技

术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改革实践,在理论和

实践上为高职院校商贸专业校企合作和人

才培养改革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基    金】2014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培育项目“基于全面发展理念的高职现代服

务业专业‘4+1’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

实施”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4 

 

16/23 

【题    名】新时期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面临

的问题及对策 

【作    者】王丽萍; 

【单    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新时期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面临

诸多问题,应该牢固树立校企合作办学理念,

实行联合办学体制,加强校企沟通,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完善校企

合作主体间的运行机制。 

【基    金】2015年度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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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院资助项目“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

的《冷冲模设计》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的

阶 段 性 研 究 成 果 。 ( 项 目 批 准

号:CDGZ2015025) 

【年】2017 

【期】07 

 

17/23 

【题    名】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电子商务

专业实训模块化教学研究 

【作    者】郑金胜;许靖; 

【单    位】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在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进行

校企合作的背景下,为更好地培养符合社会

和企业需求的高端技能型电子商务人才,提

出了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模块化的人才培养

方式,通过将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按"三阶

"模块化以后,又将课程按岗位技能进行模块

化,把教学过程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相结合,使

实训内容与岗位需求衔接、场所轮换、工学

交替,以技术提升为主线,技能训练贯穿各阶

段模块,实训内容体系呈螺旋式进阶,强化学

生技能,以达到培养要求。 

【基    金】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

课题“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实

训模块化教学与研究”(编号:JXJG-14-71-2),

主持人:郑金胜 

【年】2017 

【期】09 

 

18/23 

【题    名】校企合作视角下高职院校师资

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作    者】张锋; 

【单    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的有效途径。校企合作视角下,高职院校

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双师素质教师比例偏

低、教师引进渠道单一、教师企业实践难以

推进、教师社会服务动力不足等问题。推动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应实施职业准入制

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用人机制,拓宽

教师来源渠道;完善政策法规,推进教师企业

实践锻炼;健全激励机制,提升教师社会服务

能力。 

【基    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高职校企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项目编号:15YBA220)的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9 

 

19/23 

【题    名】教育经济学视阈下高职教育外

包式顶岗实习的价值分析 

【作    者】唐金花;谢华; 

【单    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外包式顶岗实习模式有助于促

进高职院校工学结合人才的培养,有助于优

化校企合作,提高顶岗实习的教育质量。在教

育经济学的视阈下,高职教育外包式顶岗实

习模式具有重要的内部价值和外部价值。内

部价值主要体现在学生、企业和学校 3个层

面,外部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价值层面。 

【基    金】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人力资源外包的高职

教育顶岗模式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

号:13YJA880071) 

【年】2017 

【期】09 

 

20/23 

【题    名】美国技术学院预科高中人才培

养模式及其对我国中高职衔接的启示 

【作    者】祝成林;和震; 

【单    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

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文献来源】外国教育研究 

【摘    要】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归"

国策与面临技能危机的困境,促进了技术学

院预科高中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技术学院

预科高中主要面向 STEM 产业领域,通过融

合中等和高等教育、设计一体化课程体系,

培养初级或中级职业技能人才。在技能人才

培养过程中,技术学院预科高中尊重学生能

力差异,提供学生可选择性的发展路径,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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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利益相关方共治机制。技术学院预科高

中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沟通教育与职业、创

新校企合作办学、满足产业人才需求的理念

蕴含了当前美国改革职业教育的四个核心

原则,引领了美国优质职业教育建设。其成功

经验对我国深化中高职衔接的启示为:衔接

需要各方力量合力而为,衔接专业要紧贴区

域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应当体现以学生为... 

【基    金】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重点研究课题“浙江省中高职衔接政策执行

研究”(项目编号:2015SB101);;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13YJA880025) 

【年】2017 

【期】03 

 

21/23 

【题    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校企合

作的困境与出路 

【作    者】蔡运荃; 

【单    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广

东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校

企合作存在顶层法规设计的模糊与滞后、合

作博弈中集体理性的畸变与失真、工具主义

的抬头与兴盛等多方面问题。高职教育质量

的长期诟病与落后教育观念的历史沿袭、企

业创新发展的内生需求与受教育者的全面

发展诉求未曾引起重视、功利思潮的渗透蔓

延与受教育者的自我矮化,是导致问题产生

的主要原因。鉴于此,高职校企合作应从宏观

层面重视政府主体责任,灵活市场调节作用;

从中观层面畅通合作共赢渠道,拓展跨界育

人平台;从微观层面强化使命担当意识,加速

人本主义回归。 

【年】2017 

【期】06 

 

22/23 

【题    名】高职院校信息化校园校企合作

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作    者】刘文宏; 

【单    位】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建设信息化校园已成为高职院

校全面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高职

院校 IT校园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在 IT校园建

设和运营阶段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模式,如何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建

设及运营模式,本文就校企合作建设 IT校园

的模式及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 

【基    金】吉林省教育科研规划处课题

“高职院校 IT 校园校企合作建设长效机制

研究”(项目编号:GH13537 

【年】2017 

【期】08 

 

23/23 

【题    名】职业院校校企“双主体”办学

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实践——以江苏高

职院校为例 

【作    者】姚炜; 

【单    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校企合作"双主体"模式作为职

业院校办学的新型模式,已成为职业院校适

应形势发展新要求,提升自身办学质量和特

色的重要举措,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苏作为经济发达区域,

职业教育发展较早,深入研究分析职业院校

校企"双主体"模式运行机理及特点,对深化

职业院校教育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 

【年】2017 

【期】08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返回栏目导读 

1/33 

【题    名】面向 2030 年职业教育发展中

的挑战、问题及改革方向 

【作    者】吴青松; 

【单    位】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面向 2030年,职业教育面临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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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挑战:总人力资本结构变化,要求职

业教育适时调整服务面向;社会经济结构转

型,要求职业教育随之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要求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

养层次。为了更好地适应 2030年的教育,必

须认清和直面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

社会吸引力不足、办学基础薄弱等现实问题。

面向2030年,应大力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目标

导向上要更加注重人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方

向上要不断强化“五大能力”建设,教育供给

上要积极构建多元化业态,教学内容上要大

力开展通识技能教育。 

【年】2017 

【期】11 

 

2/33 

【题    名】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助推人的城

镇化发展的社会功能 

【作    者】刘亚西;陈明昆;顾心怡; 

【单    位】浙江师范大学工学院、职业技

术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作为推

进人的城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促进我国

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人的城

镇化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我国职业教

育发展也面临着体系尚未完善、“唯技能、

唯就业”倾向明显、主动服务社区和社会的

意愿还不强烈、促进人的城镇化的经验和实

践缺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因此,应强化政府

主导地位,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

职业教育服务人的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

构建政策激励机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强化

职业教育服务人的城镇化发展的社会意识

与历史使命;树立职业教育培养新市民的办

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职业教育服

务人的城镇化发展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年】2017 

【期】11 

 

3/33 

【题    名】“互联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创新的规律及路径 

【作    者】袁景翔;南旭光; 

【单    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作为时代特征和国家战略,“互

联网+”不仅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新引擎,

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产生了倒逼机制。文章

基于对“互联网+”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新规律,即培养理念应开放融合、培养路径

应多维联合、培养目标应能力复合、培养方

向应专业整合、培养过程应多元混合等的剖

析,指出“互联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

的具体实现路径,即确立基于共享共建的办

学理念、开展基于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推

进基于素质培育的“双创”教育、重构基于

工作场景的课程体系、实行基于个性发展的

混合学习、实施基于学习分析的过程评价。 

【年】2017 

【期】11 

 

4/33 

【题    名】德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工业 4.0”

契合的掣肘、举措与启示 

【作    者】迟俊; 

【单    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德国“工业 4.0”作为国家战

略,其实施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变革。当德

国职业教育生源总量下降、人才培养目标脱

轨、人岗匹配度低等问题阻碍“工业 4.0”

的步伐时,德国采取了大力增加适用劳动力

人口、分类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完善职教国

家资格框架、推出各类继续教育项目等举措,

这些举措启示我国职业教育要契合“中国制

造 2025”战略,必须建立公益在线学习培训

平台,大力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出台职业

教育国家资格框架,全面提升企业参与职教

热情。 

【年】2017 

【期】11 

 

5/33 

【题    名】协同创新视域下区域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构建 

【作    者】焦东良; 



 

 8

【单    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

程学院党总支;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目前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必要将协同

创新理论融入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中,拓宽区

域现代职业教育的建设思路,具体措施包括:

政府主导,政策引领,为构建区域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提供保障机制;树立大职教观念,推进

区域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审时度势,找准定位,

促进区域职业教育与区域特色经济协同发

展;探索多样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式,构建立体

的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年】2017 

【期】11 

 

6/33 

【题    名】职业教育科研评价方式与改进

策略 

【作    者】陈岩; 

【单    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科研处;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目前,职业教育科研评价方式存

在着评价方式单一、重数量轻质量、评价目

标模糊、评价重心迷失等诸多缺位和错位问

题,评价结果难以有效反映职业教育科研的

应用价值并全面衡量教师的科研素质与绩

效。因此,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应用型科研定

位,明确评价导向,运用多元化职业教育科研

评价方式,构建特色化职业教育科研评价方

式标准体系,确定职业教育科研评价方式的

重心,加快改进教育教学理念、模式、方式,

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年】2017 

【期】11 

 

7/33 

【题    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开发模式的

构建与选择——以贵州省为例 

【作    者】王锋;侯长林; 

【单    位】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铜仁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成人教育 

【年】2017 

【期】10 

 

8/33 

【题    名】职业教育转型期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究——以茶叶企业创业为例 

【作    者】熊雯; 

【单    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福建茶叶 

【摘    要】随着我国的教育不断的转型升

级,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为

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

职业教育创业的模式。这样的创业方式不仅

可以优化人才,还能够很好地提升职业教育

的整体水平。如今,在高等职业转型期里,如

何实现学生的灵活发展,以及如何培养学生

的能力都成为了职业教育转型期研究的重

点内容。近年来,科技的进步,技术的腾飞都

有利于我国创新性人才的发展,因此,增强我

国职业院校的创业人才的培养,是转型时期

的第一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学校加大了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并优化了培养

人才的模式。本文将根据我国当前的高等职

业教育的模式去分析其培养人才的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然后以茶叶企业创业为例,... 

【年】2017 

【期】05 

 

9/33 

【题    名】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需要解决的六个主要问题 

【作    者】吴晓川; 

【单    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关键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实现

我国人才结构的整体优化及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的整体创新,当前,需要尽快研究解

决 6 个主要问题: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和加速

工业化对人才的需求,充分认识我国技术技

能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的需求结构高移化

趋势;从行业企业职业岗位需求出发,明确各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和培养规格;

从职业教育培养特色出发,构建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各层次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课程体

系;掌握现代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



 

 9

运用以及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配套

的招生考试制度综合改革等。 

【年】2017 

【期】15 

 

10/33 

【题    名】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

理念机制和实践体系 

【作    者】王春燕; 

【单    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职业教

育人才的需求发生变化,发达地区职业教育

规模缩小程度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迫切要

求职业教育由规模发展向质量内涵发展转

移,运用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借鉴国

际组织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质量保障的

做法,遵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复杂现状和自

身规律,建立以学生为中心和持续改进的质

量观、内驱与外推相结合、优化各方职能、

加强质量反馈、全面管理质量生成过程的理

念机制,从专业设置、内涵建设、校企合作、

教师准入、教学资源、制度体系、课堂效能

等方面建立起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实践体

系。 

 

【年】2017 

【期】15 

 

11/33 

【题    名】区域协同视角下高等职业教育

的发展模式研究 

【作    者】连晓庆;卢亚楠;王波; 

【单    位】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津冀高等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

是实现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战略的重

要一环。本文以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

分校为例,探讨了津冀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

展的价值诉求,论述了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承德分校设立前的引领因素、设立中因地

制宜的考量及未雨绸缪的师资培训活动,进

一步指出了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中政策协同和主体自觉性意识的必要性。 

【年】2017 

【期】15 

 

12/33 

【题    名】基于共词分析法的高等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政策演变逻辑 

【作    者】潘海生;王宁;董伟; 

【单    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的重要保障。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并借助

UCINET6.0和 EXCEL 2010等工具,对 1995

—2015 年间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

的关键词的词频和网络多尺度分析后发现,

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热点具有明

显的阶段性、政策体系的协调水平逐步提高;

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始终围绕着 3

个核心主题不断调整,即宏观层面的高等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体系和教育理念、中观

层面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以

及微观层面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 

【年】2017 

【期】15 

 

13/33 

【题    名】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脱

贫对策研究 

【作    者】郭广军;邵瑛;邓彬彬; 

【单    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娄底市政

协;民盟娄底市委;民盟湖南省委参政议政

处;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文章分析了包括职业教育扶贫

在内的湖南教育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初步

成效,指出了推进教育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

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脱贫视域,从政策支持、法治保障、责任

落实、精准扶助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

议。精准扶助对策主要包括精准扶弱扶基、

精准培训培养、精准技术支撑、精准资助招

生、精准放权增效、精准宣传发动、精准组

合施策。 

【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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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 

 

14/33 

【题    名】基于 ISO29990 的职业教育质

量管理体系研究与实践 

【作    者】吴俊强; 

【单    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ISO29990 是国际上第一个职

业教育质量管理标准。文章秉承“教育服务”

的理念,从质量产生的源头——过程管理入

手,以 PDCA 循环构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构建一个信息流的输入、加工、输出全

过程的职业教育标准化管理体系,来实现对

职业教育质量的全面管理。 

【年】2017 

【期】10 

 

15/33 

【题    名】新常态环境下现代职业教育信

息化建设 

【作    者】周玮; 

【单    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文章首先论述了现代职业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新常态环

境下现代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最后探讨了新常态环境下现代职业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路径:构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体

系,提高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优化配置职业教

育资源,统一规划,加快教育城域网建设。 

【年】2017 

【期】10 

 

16/33 

【题    名】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参照下我国

职业教育发展刍议 

【作    者】乔程; 

【单    位】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文献来源】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新时期下,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发

生重大变化,各国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为在

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强劲的竞争力,我国提出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此,职业教育承担提

供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储备的重任。近年来,

我国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但仍面临诸多问

题,德国以发达的职业教育闻名,具备成熟的

职业教育体系。文章从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

价值观、培养模式、考核机制等四个方面入

手,比较中德职业教育,剖析我国职业教育面

临的困境,探索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有

效途径。 

【年】2017 

【期】05 

 

17/33 

【题    名】基于就业促进的农民工职业教

育实施策略 

【作    者】李妍; 

【单    位】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社科部; 

【文献来源】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近年来,大城市出现用工荒的问

题,但同时一大批农民工涌进城市却找不到

符合期望的工作。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

现状与期望不一致,农民工的现实条件对职

业教育的参与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培养的方

向难与市场需求实现良好接轨,当前的职业

教育的教育模式也有很多缺陷。为此,以就业

促进为导向,可通过政府引导规划新生代农

民工培训事项,针对农民工改革职业教育课

程体系,推广免费职业教育和发挥网络作用,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内容及培训模

式的创新,多措并举不断促进农民工的就业。 

【基    金】2016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

课题“河南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现状

及对策问题研究”(编号:2016B201) 

【年】2017 

【期】05 

 

18/33 

【题    名】职业精神与中国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 

【作    者】薛栋; 

【单    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现代教育管理 

【摘    要】职业活动的历史发展和实践过

程表明,职业精神生成需基于职业规范的个

体表达,源于职业经验的参与式理解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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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与身份认同。基

于职业精神的生成规律,在职业教育国家资

格框架中设计"资格"的"职业规范"纬度,职

业教育课程改革兼顾"实践性"与"审美性",

促进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同体化,构成了以职

业精神为着力点提升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的理论视域和实践焦点。 

【基    金】2014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

育部青年课题“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与职

业道德融合培育研究”(EJA140373) 

【年】2017 

【期】05 

 

19/33 

【题    名】面向 2030 职业教育结构的调

整与政策供给 

【作    者】万卫;段巧灵; 

【单    位】湖北工业大学;武汉晴川学院; 

【文献来源】现代教育管理 

【摘    要】面向 2030,我国职业教育结构

既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等外部挑战,还

面临着纵向衔接乏力、横向融通不足、职前

与职后不协调的内部矛盾。为了应对双重挑

战,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中

职与高职协调发展,办学主体更加多元化,专

业结构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最终建立现代

职教体系。为此,政府应该供给的政策包括:

建立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推动公办职业院校

的合并、加强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职

业教育的财政支出。 

【基    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运行机制研究”

(2015M581555) 

【年】2017 

【期】05 

 

20/33 

【题    名】价值转向与制度变革:2030 中

国职业教育发展软环境研究 

【作    者】李政; 

【单    位】华东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现代教育管理 

【摘    要】职业教育软环境是相对于硬环

境而言的概念,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

价值、制度、法律、舆论等影响职业教育发

展的无形力量。价值导向、制度建设、体制

机制改革和舆论环境是职业教育软环境的

四大要素。当前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价值

取向存在现实困境,制度失配且体制机制建

设欠缺。所以面向 2030 年的中国职业教育

软环境建设,应大力弘扬和践行"人人出彩"

的职教发展价值取向、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与现代学徒制、建立"一元"的职业教

育事业管理体制、完善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

育办学的激励机制,并围绕生涯发展与价值

宣传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 

【基    金】华东师范大学 2016 年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PY2016001) 

【年】2017 

【期】05 

 

21/33 

【题    名】远程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问

题及路径 

【作    者】刘伟霞; 

【单    位】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远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同一性

和互补性为二者融合提供了可能。我国远程

教育与职业教育在融合过程中,存在部分政

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方式落后、办学

条件欠佳、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等问题,需加大

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远程教育

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实现资源共享;完善聘

任、培训机制,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促进

远程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效融合。 

【基    金】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省民办高校发展中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

号:2014-qn-216) 

【年】2017 

【期】09 

 

22/33 

【题    名】“一体两面”分析框架下职业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作    者】张弛; 

【单    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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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我国经济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

之后进入转型升级期,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是

需求侧主导,而是转型为供给侧与需求侧改

革兼顾的模式。基于供给侧经济学理论,职业

教育改革的逻辑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模型,

由外部需求侧和内部供给侧两层面关系构

成。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应以外在需求侧改

革逻辑为触发,从内在供给侧发力,加强职业

教育体系供给侧结构要素的调整,有效调节

各项资源的配置,着力于教育结构的完善、治

理体制的现代化、质量内涵的深化与受众的

大众化。 

【基    金】2016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河北省人力资

源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

准号:HB16GL078,项目主持人:张弛) 

【年】2017 

【期】09 

 

23/33 

【题    名】职业教育改革试验 4.0示范功

能定位 

【作    者】徐福圣;徐广宇; 

【单    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经过几轮试验建设,天津国家现

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进入改革试验

4.0时期,应着力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上

改革示范,成为体系建设新引擎;在完善职业

教育标准上改革示范,成为制度创新的新高

地;在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改革示范,成

为区域协同的新平台;在服务国家帮扶协作

上改革示范,成为质量提升的新支点;在加快

职业教育国际化上改革示范,成为国际合作

的新窗口。 

【基    金】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重点课题“天津与发达地区教育竞争力比

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

号:CE1010) 

【年】2017 

【期】09 

 

24/33 

【题    名】基于多主体协同视角的职业教

育创新战略建设研究 

【作    者】周华; 

【单    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基于我国深化改革与"双创"的

时代大背景,在职业教育中制定、实施与建设

创新战略不仅可以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智

力保障与优化驱动力,同时也为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提供了发展方向。文章基于多方主体

协同视角,针对当前职业教育创新战略发展

过程中的主体目标分散、研究水平低下、环

境秩序混乱和沟通交流不畅等问题,从包含

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主

体领域入手,提出统一目标、团队建设、环境

营造和管道疏通四方面进行职业教育创新

战略建设的建议,以期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探

索为全国教育体系内的创新战略建设提供

借鉴。 

【基    金】201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

编号:14JZD045) 

【年】2017 

【期】09 

 

25/33 

【题    名】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

学的发展诉求与现实审思 

【作    者】徐珍珍;刘晓; 

【单    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银领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一体化作

为办学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尝试,经过多年

的探索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面临

着办学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组织机构管理

不健全、政策制度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在产

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时代背景

下,尝试从价值、制度、机制三个层面入手,

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建立完善的政策环境,

并进一步创新运行机制,从而提升高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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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实效。 

【基    金】国家社科(教育学)青年基金项

目 2012 年度课题“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

育办学的长效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

目编号:CJA120156,项目主持人:刘晓) 

【年】2017 

【期】09 

 

26/33 

【题    名】政府有效介入与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建立 

【作    者】汪建; 

【单    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由职业院

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实现

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的资源互补、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然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办学仍存在职业教育理念不清晰,缺乏明确

的政策规定与激励、资金扶持和制度保障,

缺少科学统筹管理及协调机制等问题,需要

政府有效介入,加快创新办学模式,推进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立法进程,以政策优惠激励、建

立第三方协调督导和评估机制、明确各级管

理机构的权利责任等方式,保证职业院校与

企业的合作更加坚实长久。 

【年】2017 

【期】09 

 

27/33 

【题    名】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背景、路

径与措施的研究 

【作    者】李云梅; 

【单    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

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不

断提升,当下经济发展从利用外资和引进国

外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和对外投资新的历史

时期。基于"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结合我

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分析了我国职

业教育国际化的五大背景,实施职业教育国

际化的六条途径,保障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五

条主要措施。 

【年】2017 

【期】13 

 

28/33 

【题    名】职业教育信息资源配置模式与

机制研究 

【作    者】欧阳波仪; 

【单    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本文从职业教育信息资源配置

现状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经费投入效益不

高、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匮乏、教育信息资源

使用率低、教育信息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

创新提出"校企共建共享、区际互换共享"的

配置模式,将职业教育信息资源供给过程演

变成一个从产品设计、开发、共享到使用的

价值增值服务流程,并从投入效益、资源质量、

使用效率等 3 方面提出优化配置机制,以期

从源头上保证职业教育信息资源质量,为资

源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保障。 

【基    金】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4 年年度青年专项课题 (项目编

号:XJK014QXX00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校级重点资助课题

(项目编号:HQZY1606) 

【年】2017 

【期】13 

 

29/33 

【题    名】高等职业教育“双一流”建设

的思考与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作    者】张晓云; 

【单    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层面

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从高等

职业教育视角,阐述了陕西省实施"双一流"

建设的目的和意义,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双

一流"建设应凸显职业性,着眼办学核心竞争

力、职业教育创新力、国际国内影响力、社

会服务贡献力等 4 个方面提升,并就如何促

进陕西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实现追赶超越

提出了加快职教改革试验区建设、集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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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进行重点扶持、拓宽高职院校高层次人

才引进渠道、出台优惠政策支持高职教育走

出去等 4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基    金】2017年度陕西省教育信息化研

究项目“基于‘互联网+高等职业教育’背

景下的融合应用与创新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主持人:张晓云) 

【年】2017 

【期】13 

 

30/33 

【题    名】新时期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对策建议 

【作    者】杨诚; 

【单    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正式发布以来,职业教育信

息化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标志的各项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深

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教

育公平、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等重要任务,对职业教育信息化提出

更高要求。本文从分析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现状和存在问题入手,提出了未来职业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建议,以

求在优质资源开发、深入应用、融合创新、

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基    金】江苏省教育厅立项教改课题

“ICT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编号:2015JSJG303,主持人:杨诚) 

【年】2017 

【期】13 

 

31/33 

【题    名】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

位的思考(连载二) 

【作    者】姜大源; 

【单    位】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

所;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作为我国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

设计,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规模

比例即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较早见于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其第二条明确:"要以中等职

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

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

的规模。"此后,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0年《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等文件均对这一政策加以强调。当

前,面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困境,学界

对是否坚持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做法产生

分歧。为此,职教专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研... 

【年】2017 

【期】12 

 

32/33 

【题    名】技术技能积累机制转型与职业

教育功能承载 

【作    者】蓝洁; 

【单    位】广西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行业企

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与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激

发等需求推动了技术技能积累机制的转型

与创新。政府协同公共服务的整体性治理、

企业技术技能标准的互动式架构、学校支撑

人力资源的合作化开发是技术技能积累机

制转型的实践路径。从外显社会功能的维度

来理解职业教育所承载的技术技能积累职

能,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日臻完

善。 

【基    金】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协同的技术技能积

累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KY2015YB397)

成果 

【年】2017 

【期】12 

 

33/33 

【题    名】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职业教

育模式研究 

【作    者】柯梦琳; 

【单    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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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

体,高企业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特

征。美国和日本作为拥有全球顶级创新企业

数量最多的国家,成为国际上创新驱动发展

模式国家的典范。在其强大而完备的知识应

用体系支撑知识、技术的迅速商业化以转换

为现实生产力的外部制度环境之外,企业创

新的根本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依赖

于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从国家创新体系理

论视角出发,拥有高企业创新能力的美国和

日本,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其国家创新体

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技术知识传播与创新复

合型创新型人力资源培养与输送、终身学习

机会创造与供给等作用,对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有着深层而持续的影响。 

【基    金】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4 年度立项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专业

集群研究”(项目编号:AEA14135)的阶段研

究成果 

【年】2017 

【期】12 

 

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 

返回栏目导读 

1/40 

【题    名】基于期望理论的高职院校教师

学术论文发表的困境与对策 

【作    者】王敏; 

【单    位】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人力资

源处; 

【文献来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摘    要】学术论文是专业技术人员申报

职称的必备且重要条件,现行的职称评审制

度将“论文”提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催生了论文发表的一些混乱局面,也造成了

高职院校教师因平台低等因素在发表学术

论文上受挫较多,职称评聘结果不尽如人意

的结果,严重打击了工作积极性。尽快归纳总

结经验教训,改善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论文发

表和评聘职称的社会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文

章基于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和人才培养的

相关激励机制,阐述了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论

文发表的现状,通过期望理论的原理,分析高

职院校教师论文发表的困境,结合学校团队

建设、人才培养,提出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论文

发表的对策和建议。 

【年】2017 

【期】03 

 

2/40 

【题    名】高职院校升格初期教师专业素

养提升问题的策略研究 

【作    者】冯静;周婵娟; 

【单    位】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北方文学(下旬) 

【摘    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

实地调查法、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查阅中国

知网等近十年期间,关于中高职院校升格初

期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策略研究的相关文献

资料。对学校升格初期教师素养提升问题的

必要性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当前学校实际情

况,对比升格前后的现状问题进行总结归纳,

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皆在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综合知识的储备,并且为其他升格高职院

校教师素养的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    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重点

课题“中职向高职(高专)升格初期教师专业

素养提升问题及策略研究--以川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为例”成果之一;; 

课题编号 17A0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5 

 

3/40 

【题    名】教师主导、学生参与的开放实

训室管理制度研究 

【作    者】刘伟玲; 

【单    位】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与创新 

【摘    要】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实训室的

管理变得更加烦琐和复杂,而实训室的管理

水平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通过

分析高职院校实训室的管理现状,提出了教

师主导、学生参与的开放实训室管理模式,

从管理人员、开放时间、实训内容、实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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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建设、实训经费和规章制度上阐述了

管理思路。 

【年】2017 

【期】10 

 

4/40 

【题    名】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知

识共享研究 

【作    者】张宝臣;祝成林; 

【单    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传播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摘    要】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知

识共享行为对教师、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

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隐性知识的固有特征、

高职院校教师主体因素、组织管理体制和组

织文化等因素制约了知识共享过程,应从个

人层面强调学习与反思并重、组织层面共建

实践共同体、制度层面设计多元制度互补三

个方面,促进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知

识共享。 

【基    金】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基金“高职院校教师文化特质研究”

(13YJA880097);; 

浙江省 2015 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

目“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堂教学有效性及其

实现路径研究”(kg2015680)的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5 

 

5/40 

【题    名】教学信息化建设视角下教师教

学信息化理念确立之我见——以高职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为例 

【作    者】丁志强; 

【单    位】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我国高职教育在新的发展征程

上,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抓住教师队伍建设

这一根本,高职教育战线上的教师必须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把自身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的提升提上议事日程。高职院校教师面对的

教学对象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在教学工

作中仅仅靠热情、责任还不够,必须要有正确

而先进的教学理念。当前,在网络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学习

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顺应这一变化我们必

须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确立新的教学信息化

理念,增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

自觉意识。文章以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

学为例,立足其教学信息化建设视角,就教师

教学信息化理念的理性确立予以粗浅探索。 

【基    金】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研

究项目《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研究》

(编号:15SKG262,负责人:丁志强) 

【年】2017 

【期】14 

 

6/40 

【题    名】高职院校卓越教师培养的价值

追求与实施路径 

【作    者】冼梨娜; 

【单    位】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文章阐述了高职院校卓越教师

培养的价值追求,分析了高职院校卓越教师

培养中存在的政策制度不完善,欠缺激励机

制;“双师型”教师占比偏低;教师实践机会

较少;教师职业精神有待提高四个方面的问

题,并进一步提出应从政府层面制定倾斜政

策;开拓“双师型”教师人才的来源;挑选在

职教师,强化技能培训;引导高职师范生树立

身份意识,提高职业能力四个方面探索高职

院校卓越教师培养的实施路径,以推动我国

高职教育健康发展。 

【年】2017 

【期】10 

 

7/40 

【题    名】对广西高职教师学术发展与教

学能力提升的思考 

【作    者】刘雪梅; 

【单    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文章阐述了高职教师学术发展

与教学能力提升的关系,分析了广西高职教

师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如高职教育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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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对滞后、“双师型”教师数量紧缺、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比较薄弱,进而提出了

广西高职教师学术发展与教学能力提升的

对策,如创新发展,坚持校企合作、知行合一;

协调发展,注重“教”“学”相长;绿色发展,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开放发展,提

升信息化教学技术应用水平;共享发展,拓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 

【年】2017 

【期】10 

 

8/40 

【题    名】高职英语教师企业实践给英语

教学带来的反思——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为例 

【作    者】彭燕; 

【单    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人文教

育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展望 

【摘    要】高职院校教师需要具备充分的

理论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这不仅仅适用

于专业课教师,对文化课教师亦是如此。通过

学校和企业的横向联系和实践,高职英语教

师为学生专业技能、就业能力和人文素质的

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    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2015

年校级教改课题:高职外语教师企业实践与

外 语 教 学 有 效 结 合 的 实 证 研 究 , 编

号:2015jgkt025 

【年】2017 

【期】13 

 

9/40 

【题    名】中德合作办学背景下焊接专业

高职中外合作办学中教师素质培养研究 

【作    者】孙宇; 

【单    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展望 

【摘    要】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中外合作

办学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不但能推进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能为我国高

等教育培养出实用性人才,从而为带动我国

的教育发展起到积极影响。高职高专院校教

学中所有的教师要自觉培养自身的能力,要

求强化自己的语言和实践能力,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养,这就能更好的带动职业教育的中

外合作项目发展,也能发掘出教师的潜力,从

而让职业教育的价值凸显出来。 

【年】2017 

【期】13 

 

10/40 

【题    名】刍议提高高职院校财会教师的

职业素养 

【作    者】肖福英; 

【单    位】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会

计系; 

【文献来源】河北企业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

各业对财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培养专业

性强、熟练程度高的财会人才成为近年来高

职院校财会人才培养的重点。高职院校财会

教师作为培养财会人才的第一责任人,其职

业素养在教育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本

文通过对高职院校财会教师应具备的职业

素养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财会教

师职业素养的现状,并针对目前的现状,探讨

了一系列提高高职院校财会教师职业素养

的策略,希望能够为高职院校财会教师职业

素养的提高起到帮助。 

【年】2017 

【期】05 

 

11/40 

【题    名】高职院校教师心理健康及管理

策略探析 

【作    者】肖毅; 

【单    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 

【文献来源】北京教育(高教) 

【摘    要】当前,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科学

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在“中国制造 2025”国

家战略背景下,产业层次不断升级,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

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已成为推进高等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国家发布

一系列政策推动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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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是改革的践行者,他们的工作成效将

对改革成败产生直接影响,尝试从高职教师

职业要求、生源量质变化、职称评聘压力、

社会变革的影响四个方面,探讨高职院校教

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年】2017 

【期】05 

 

12/40 

【题    名】我国 20 余年相关制度变迁窥

公立高职教师“聘任制”改革 

【作    者】李亚芹;王运政; 

【单    位】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增强高职教师“聘任制”改革

力度必须获得更强有力的制度支持。本文基

于 20余项国家法规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了

公立高职教师“聘任制”相关制度发展轨迹

并总结改革成就,从制度体系整体优化以及

立法可行性、执法严密性三个层面提出思考

与建议。 

【年】2017 

【期】05 

 

13/40 

【题    名】高职教师职业教育教学能力构

成与提升途径 

【作    者】王建;姚水洪;何百通; 

【单    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教育研究 

【摘    要】依托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探索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途径,培育与现代职业

教育要求相适应、专兼结合的创新型、服务

型教学团队,服务于专业与课程建设,服务于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

转型发展。 

【年】2017 

【期】05 

 

14/40 

【题    名】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对

学生的诚信教育教学法的探索与研究 

【作    者】杨杰;丁小林; 

【单    位】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现代化 

【摘    要】作为为社会培养建设人才的民

办高职院校,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也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诚信教育在教学过程

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民办高职院

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学生的诚信

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既能适应

社会发展,又是社会所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基    金】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2015 年度

校级科研项目(民办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研

究)(项目编号:15XB0202)研究成果 

【年】2017 

【期】19 

 

15/40 

【题    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

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作    者】康小孟;武智;傅伟; 

【单    位】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双师型"教师培养是高等职业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文章分析了

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资格认证标准

不一、教师来源渠道不合理、培训缺乏系统

设计等,并提出了"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科

学分类,注重个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确

认校企双主体地位,协同共建"双师"培训基

地;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建立"双师型"教师培

养激励约束制度。 

【基    金】2015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

究一般课题资助项目“石油化工技术品牌专

业现代学徒制研究与实践” (课题编

号:2015JSJG446);; 

2015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一般

课题“教育生态学视域下高职教育内涵式发

展对策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2015JSJG44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9 

 

16/40 

【题    名】“互联网+兼职教师”模式在高

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李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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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对《工厂供电》课程课程特性

以及传统兼职教师参与高职教学模式进行

了详细分析与讨论,阐述了传统教学模中式

所存在的以传授知识系统的不足,提出了构

建"互联网+兼职教师"的兼职教师参与高职

教学的新型模式。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工厂供电》课程教学实践证明,该新型教学

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兼职教师参与高

职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大大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 

【基    金】2016 年浙江省教育技术项目

(立项号:JB109)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9 

 

17/40 

【题    名】高职院校 EOP 教师转型及发

展研究 

【作    者】陈小近; 

【单    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当前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向

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教学

模式转型是时代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

趋势。EOP教学模式是专门用途英语的职业

英语范畴,它对教师的综合能力,多元素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析 EOP 教学特征、教

师素养和知识结构,EOP 教师也应做出调整,

并通过多渠道提升完善自身的专业素养,转

型成为合格的 EOP教师。 

【年】2017 

【期】13 

 

18/40 

【题    名】高职院校推行现代学徒制的师

资队伍建设实践策略研究 

【作    者】贺红; 

【单    位】长江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本文从现代学徒制对发展职业

教育的重要性出发,分析了高职院校推行现

代学徒制在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高职院校以协同育人、校企共建"双师素

质"师资队伍为切入点、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的实践策略,期望对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

实施起到促进作用。 

【基    金】湖北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中心

2014年科研项目“高职院校教师双师素质的

培养途径研究”(项目编号:B2014002) 

【年】2017 

【期】13 

 

19/40 

【题    名】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

“双向兼任”机制的途径研究 

【作    者】刘海红; 

【单    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知识经济 

【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性不佳的现状,加之高职院校教

育主体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在呼和浩特市大

学城六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

的调查基础上,试图探讨高职院校思政课教

师与辅导员“双向兼任”机制的建立的途径。 

【年】2017 

【期】09 

 

20/40 

【题    名】基于创客教育的高职院校信息

类创客型教师培养研究 

【作    者】陈娟;付玉;夏旭; 

【单    位】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科教文汇(下旬刊) 

【摘    要】创客教育已经成为创新创业发

展的重要教育方式,本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

针对信息类创客型教师的内涵、特征进行了

分析,阐述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分析,

本研究可以为创客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提

供参考。 

【基    金】2017年度高校党建研究开放基

金项目课题:高校毕业生流动党员管理机制

研究 

【年】2017 

【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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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 

【题    名】从外语磨蚀视角看高职大学英

语教师外语退化现象及改善途径 

【作    者】陈黎明; 

【单    位】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校外教育 

【摘    要】对于长期承担着相对较单一的

课程、面对着英语水平偏低的学生的高职大

学英语教师来说,其外语能力减弱已经成为

了严峻的现实,这也严重制约了高职英语教

学水平的提高。从外语磨蚀的视角分析了高

职大学英语教师外语退化现象的成因,并从

国家、学校、教师三个层面上提出改善教师

外语能力的有效途径。 

【年】2017 

【期】12 

 

22/40 

【题    名】互联网+形势下提升高职院校

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的研究 

【作    者】周春烨; 

【单    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展望 

【摘    要】本次研究中选取高职院校教师

作为主题,探讨互联网+形势下提升高职院

校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及相关问题。以下论

述中先对自我效能进行了简述,进入主题讨

论后直接从其构成要素,结合高职院校教师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在客观层面、主观层面的

影响因素展开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相关

原因后,提出了几点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年】2017 

【期】12 

 

23/40 

【题    名】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入党培

养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广东粤西地区高

职院校例 

【作    者】李圣博; 

【单    位】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的快速发展,高等院校中青年教师入党培养

工作尤为显得重要,然而,长期以来高职院校

对于中青年教师的入党培养问题不够重视,

这导致高职院校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发挥不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职院校成

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有一定的淡化。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对推进高职院校党建

工作,优化高职院校党员队伍结构,保证高职

院校正确办学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基    金】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 2016

年党建研究课题“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入党培

养问题研究——以粤西地区高职院校为例”

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GZYB54) 

【年】2017 

【期】08 

 

24/40 

【题    名】高职院校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的构建 

【作    者】方秀英; 

【单    位】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组织人事

处; 

【文献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高职院校的主体是教师,教师整

体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的办学

质量和办学水平。建立教师较为完备的绩效

考核体系,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对于高职院

校开展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激

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较为实

际的应用价值。 

【年】2017 

【期】08 

 

25/40 

【题    名】专插本类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 

【作    者】蔡俊兰;何东;余开业; 

【单    位】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惠州学院学报 

【摘    要】为响应国家和广东省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号召,华南师范大学自 2014年起

进行了"3+2"专插本类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按照"双师型"师资培养目

标,学校以课程体系建设、办学条件建设和实

行导师制等为抓手,完成了一届学生的培养

工作。"3+2"培养模式积极回应了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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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通过入学前限制筛选和入学后

精准培养,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和师范大学两

方面的办学优势,培养学生的"双能力",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基    金】2014 年度广东省教改项目

(GDJG20141077);; 

2014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

养项目(粤教高函〔2015〕72号文) 

【年】2017 

【期】02 

 

26/40 

【题    名】“学评教”下高职院校新入职

教师职业素养研究——基于贵州某职业技

术学院的调查 

【作    者】李平明;陶金;徐敏; 

【单    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教学

部;安顺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安顺职业技术

学院应用医药系; 

【文献来源】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将新入职教师的职业素养分为

职业道德、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

四部分.通过对"学评教"数据的分析得出,高

职院校新入职教师在职业道德方面有所欠

缺,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方面表

现较好,在理论联系实际、技能、普通话和利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方面优于老教师. 

【基    金】2014年度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

项目(2014B196) 

【年】2017 

【期】02 

 

27/40 

【题    名】高职院校校企共建模式下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的探索——以湖北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朱志强;熊艳红; 

【单    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当代经济 

【摘    要】在“专业与职业一体、学业和

岗位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通过分析学校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和不足,明确了学校教务工作的目标和方

向,提出了营造浓厚的干事创业科研学术氛

围的措施,探讨了建特色、树品牌、凸内涵,

打造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路径,探索了强化教

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动态优化机制的

有效方法,并对校企共建专业的给出了良性

发展的建议。 

【年】2017 

【期】12 

 

28/40 

【题    名】“双师型”教师的内涵及发展

研究 

【作    者】袁潇楠; 

【单    位】淄博市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正>在高职院校中,"双师型"

教师成为其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者提出"双师型"教师这一概念

以后,各高职院校都将这一概念变为其教学

评估的重要指标。"双师型"教师在高职院校

中的培养方式以及策略等就成为所有教师

关注的热点项目和问题。一、研究意义本文

通过分析"双师型"教师在高职院校中的特

点,从专业课教师的培养以及教师素质的培

养等方面来为其分析培养策略,提出相关措

施,所以具有 

【年】2017 

【期】12 

 

29/40 

【题    名】影响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

内外部动因研究 

【作    者】李玉萍; 

【单    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安徽工商

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决定着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了解影响教师

专业发展活动的内外部动因能为教育管理

决策者提供有益的信息。本研究综合运用量

化和质性的研究方法,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

所涵盖的日常教学、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和

职业发展活动四个维度探究支持或阻碍教

师专业发展的内外部动因及其相关关系。结

果表明,总体上,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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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等内部动因对教师在各类专业发展

活动上的投入、参与度和成果产出的影响要

强于外在动机、院系支持等外部动因,高职教

师对教学活动的投入最大,对教科研和职业

发展活动的投入有限,高职教师对研究活动

的自我效能感较低,研究成果产出少。文章对

院校的教师发展管理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

议。 

【基    金】安徽省高校振兴计划重大教改

项目“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研究” (编

号:2015zdjy189);主持人:李玉萍 

【年】2017 

【期】12 

 

30/40 

【题    名】体育教师个人业务水平与体育

课堂的关联性 

【作    者】高红;赵凡;戴霞; 

【单    位】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内江科技 

【摘    要】在新型的师生关系局势中,各方

面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对课堂的认

真负责度,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的要求。学生对

体育课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生的视野非

常开阔,这也就要求教师本身也要不断地提

高自己,那么业务水平的高低与体育课堂的

关联性究竟有哪些呢?本文就这个问题针对

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个人业务水平与体育

课堂的关联性展开一些研究。 

【年】2017 

【期】04 

 

31/40 

【题    名】高职院校成人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作    者】黄琴; 

【单    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经营管理者 

【摘    要】从师资编制困境和教师专业能

力提升困境角度探讨了高职院校成人教育

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

强高职院校成人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 

【年】2017 

【期】12 

 

32/40 

【题    名】“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师信

息技术能力提升探析 

【作    者】李木水; 

【单    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电子世界 

【摘    要】互联网把传统业在内的各行业

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作出新常态。结合高

职院校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的发展特

色,剖析了当前"互联网+"迎来的机遇和挑战,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设性对策。 

【年】2017 

【期】08 

 

33/40 

【题    名】高职智慧型教师生成探讨 

【作    者】张琳; 

【单    位】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现代交际 

【摘    要】智慧教育正在引领我国信息化

教育的变革与创新，时代需要智慧教育，智

慧教育需要智慧型教师。本文将针对高职教

师教育教学倦怠的现状，探讨智慧型教师的

内涵及生成，以期有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成

长为智慧型教师开展智慧教学促进智慧教

育。。 

【年】2017 

【期】10 

 

34/40 

【题    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作    者】石宏武; 

【单    位】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在"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着诸如贪多求全、证书

崇拜、简单效仿、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双

师型"教师培养事倍功半,效果不甚理想。本

文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中常见的

问题与表现入手,对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思

想认识、体制机制、条件保障、创新乏力等

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依此为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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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进一步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

平提出对策建议。 

【年】2017 

【期】04 

 

35/40 

【题    名】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

教学水平的提高策略研究 

【作    者】孙连连;曾青兰; 

【单    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是当前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关键,而人才培

养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高职院校师资队

伍教学水平的高低特别是双师教师教学水

平。本文分析了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

教学水平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研究了

提升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教学水平

的策略与途径。 

【基    金】中国职业技术学会 2014-2015

年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课题(02-368);;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

(2014A078);; 

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重点课

题(ZJGA201508) 

【年】2017 

【期】02 

 

36/40 

【题    名】江苏省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现状调查分析 

【作    者】张健; 

【单    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理论观察 

【摘    要】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直

接决定着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以江

苏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为

调查对象,分析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可资借

鉴的经验,对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年】2017 

【期】04 

 

37/40 

【题    名】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管

理研究 

【作    者】康小孟;傅伟; 

【单    位】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事

处; 

【文献来源】职教通讯 

【摘    要】教师是高职院校的关键资源,

教师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级技能型人

才的培养和学校的长远发展。职业生涯规划

管理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提出

了要做好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需要

社会、学校及教师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 

【年】2017 

【期】11 

 

38/40 

【题    名】高职高专英语教师“从基础到

行业”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作    者】聂姝雯; 

【单    位】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展望 

【摘    要】高职英语教师能力提升关系到

未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英语教师的

转型是高职教育的必然趋势。本文就目前高

职英语教师的师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探索

高职英语教师从基础到行业发展的必要性

及有效途径。 

【年】2017 

【期】11 

 

39/40 

【题    名】高职与本科院校新教师教学能

力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基于重庆 10 所高

校的问卷调研 

【作    者】彭素; 

【单    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文章以重庆十所高校的 150位

新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从个人、学校和国家等三个层面对其教学能

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针对于本科院校

与高职院校新教师教学能力影响因素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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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异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相应

的改进建议。 

【基    金】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CQGJ13C313);;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项目编

号:KJ1600313) 

【年】2017 

【期】04 

 

40/40 

【题    名】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质量奖评定

方法初探 

【作    者】杜美萍; 

【单    位】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高职院校最重要的任务是育人。

教师的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与发

展的基础。本文结合苏州市职业大学及下属

二级学院——管理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教

师教学质量奖评定方法。 

【年】2017 

【期】04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返回栏目导读 

1/34 

【题    名】高职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

状与对策 

【作    者】陈列; 

【单    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高职院校辅导员是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学生之心,外化于学生之

行的人,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政治素养,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起着重要作用。在高职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辅导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研究高职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提高

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对于高职院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年】2017 

【期】05 

 

2/34 

【题    名】浅析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专题教学模式 

【作    者】李霞; 

【单    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

作者不懈努力的方向是致力于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模式的改革。近年来,专题化教学模

式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改革的趋势。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探究思想

政治理论课专题化教学模式 

【基    金】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6

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立项项目“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模式的构建”的研

究成果,项目编号:SZJY-1623) 

【年】2017 

【期】05 

 

3/34 

【题    名】企业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思考 

【作    者】黄金燕; 

【单    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论坛 

【摘    要】企业文化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在对象、目标、内容及功能方面存在

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企业文化融入高

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必须遵循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必须做好企

业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

整体设计,大胆整合教学内容,大力推进案例

教学法、访谈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的改

革。 

【年】2017 

【期】05 

 

4/34 

【题    名】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探析 

【作    者】陈艳芬; 

【单    位】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与职业 

【摘    要】文章首先论述了新媒体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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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系;然后分析了新媒体

环境下影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的因素:教育者角色的转变、教学方式方法

的转变;最后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提高高职

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建议:注重培养

教育者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注重新媒介、新

载体的组织和应用。 

【年】2017 

【期】10 

 

5/34 

【题    名】浅谈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分析 

【作    者】张伟华;孙文娟; 

【单    位】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近年来,随着高等职业院校越来

越重视素质化教育,创新创业教育逐渐进入

了公众视野,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高等职业院

校中深入实施。目前,摆在高等职业院校面前

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培养出能与社会接轨、技

能全面发展的人才。要解决这个问题,高职院

校要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在保证学生

的思想正确性的前提下,全面提高学生的整

体素质,提倡在校学生组织创新活动,开展校

外创新创业实践,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在学生进行创新

创业实践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能

在毕业后迅速融入社会。文章主要分析思想

政治教育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

联系,以及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创新创

业教育如何进行。 

【年】2017 

【期】09 

 

6/34 

【题    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

析 

【作    者】商其杰; 

【单    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学周刊 

【摘    要】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高校需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高校在开展教育

活动时,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整个大

学教育的生活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应该具有针对性,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

况出发,结合他们的特点和学习需求,制定合

适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通过创新的方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大学生不断地完

善自我,提高自我。 

【年】2017 

【期】13 

 

7/34 

【题    名】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作用探讨 

【作    者】李月明; 

【单    位】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法制博览 

【摘    要】我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传统文

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给

当代人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本文

将针对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所体现的精神以及发挥的重要

作用展开讨论,希望在高职教育过程中能够

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促进学生身心的健

康发展。 

【基    金】2016年山东省德育理论研究规

划一般课题(课题编号:2016-xd-055) 

【年】2017 

【期】13 

 

8/34 

【题    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的建

构——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例 

【作    者】韩萍; 

【单    位】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内

塑学生的精神世界,外塑学生的行为习惯。高

职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即要塑造准职业

人的精神世界和职业习惯,落脚点在于建构

校企融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我

们需要优化整合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载体和育人环境等基本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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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的育人目标。 

【年】2017 

【期】03 

 

9/34 

【题    名】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加强高职院

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    者】聂笃伟; 

【单    位】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校外教育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

形势和新要求。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剖析其存在的主

要困局和难题,针对相关问题就进一步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对策

建议。 

【年】2017 

【期】12 

 

10/34 

【题    名】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供给侧改革模式探析 

【作    者】康永英; 

【单    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校外教育 

【摘    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奠定了发展基础,也为当前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机

遇。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能否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决定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成效。目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

面临着思潮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灵活

多变的问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

员,具有创新思维,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实施供给侧改革,从而推动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年】2017 

【期】12 

 

11/34 

【题    名】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网络舆情

管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优化 

【作    者】胡文闻; 

【单    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摘    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可供高职院校学生选择和使用的资讯载

体越来越多。以主体多元化、传播快捷化、

即时交互化为特征的自媒体,已经成为高职

学生感知社会、审视自身、表达诉求的主要

途径和方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相应高

职院校学生网络舆情现状,并呈现出不同于

其他社会群体和其他领域舆情的口水效应、

羊群效应、轰动效应和扭曲效应。高职院校

有关部门应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引

导和管控,牢牢把握主流话语权,积极稳妥地

推进校园网络舆情管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整合优化。 

【年】2017 

【期】02 

 

12/34 

【题    名】企业文化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张盈; 

【单    位】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摘    要】根据当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面临的新情况,提出无论是基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角度,还是基于校企合作的角

度,优秀企业文化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都存在相融性。对如何将行业企业文化融

入高职思政理论课教学进行了探讨,提出要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企业文化,在社会实践教

学中突出企业文化。 

【基     金】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Y201329806);;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 2016 年度科研项目

(YB201605) 

【年】2017 

【期】02 

 

13/34 

【题    名】关于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实效性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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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磊; 

【单    位】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增强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其次阐述了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就增

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

径进行了探究: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给予学

生更多发展的平台,转变教师的思想教学理

念,完善相关的思想教育机制,充分利用当下

的互联网技术。 

【年】2017 

【期】08 

 

14/34 

【题    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开

展实践项目教学的思路与实践 

【作    者】李莉;高继德;孙飞龙; 

【单    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党史博采(理论) 

【摘    要】通过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项目教学的必要性和教学内涵,提

出问题先行、经典支撑的教学思路,通过理实

一体、知行合一的教学路径;达到学生学以

致用、身体力行的实践模式。经过集体备课,

理论精学、专题研讨、考核改革、项目设计

等动态管理,建特色鲜明的思政课实践项目

目标与平台,同时完善特色鲜明的思政实践

项目渠道与机制。 

【年】2017 

【期】04 

 

15/34 

【题    名】高职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

状及对策探究 

【作    者】李萌; 

【单    位】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文献来源】新西部(理论版) 

【摘    要】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含义、特殊性及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了改进对策:着力优化新媒体传播环境,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引入

同伴策略,为高职院校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平台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

升高职院校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 

【年】2017 

【期】07 

 

16/34 

【题    名】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究—

—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作    者】李慧霞; 

【单    位】无锡开放大学; 

【文献来源】中国培训 

【摘    要】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让高

职学生传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探索推进传

统优秀文化的积极影响,发挥它对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和模式,促进高

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幅度提升,这是一

个重要命题。本文主要研究立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当今高职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年】2017 

【期】08 

 

17/34 

【题    名】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融合创业教育的思考 

【作    者】张凤娟; 

【单    位】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高职院校是为社会培养专业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地,创业教育也是高职

院校教学工作的重点内容。伴随社会各行各

业竞争愈演愈烈,高职院校的学生更倾向于

自主创业。因此,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与创业教育的融合越来越重要。本文在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教育两者之间关系的

基础上,结合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发展现状,从丰富教学内容、整

合资源、创新教学模式等方面探讨两者的融

合路径,从而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发展。 

【年】2017 

【期】08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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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现

状与思考 

【作    者】朱蕾; 

【单    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

思想政治课教育更是肩负着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的重要任务。本文就高职学校思想政治

课堂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自身教学

实际提出了一些想法,希望能更好地服务于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学工作。 

【年】2017 

【期】04 

 

19/34 

【题    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模式探析——以礼仪实践教学为例 

【作    者】陆祉亦; 

【单    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礼仪修养是个体之间的一种行

为规范,是个人修养、国家魅力、民族气质的

反映和折射。在当今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时

刻,大学生要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则必须加强大学生礼仪修养。但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礼仪作为实践教学在实施过程中

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其成因,

并构建礼仪实践教学模式,意图提升大学生

综合素养。 

【年】2017 

【期】04 

 

20/34 

【题    名】浅议少数民族高职高专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以云南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跨地区藏族学生为例 

【作    者】李纬源; 

【单    位】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农业教育研究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少数

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尤

其是山区少数民族学生跨地区进入内地高

校学习。但当前高职高专类学校对少数民族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着教育内

容设置缺乏针对性、教育方式方法缺乏多样

性、教育缺乏持续性。本文以云南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少数民族生源中的外省籍藏族大

学生为例,通过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管理,对藏族学生的生活习俗和禁忌进行分

析,探讨了加强跨地区藏族学生管理的途径

和举措,为管理其他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借鉴。 

【年】2017 

【期】01 

 

21/34 

【题    名】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涵 

【作    者】汪鹤;帖兰; 

【单    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

论教学部;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才智 

【摘    要】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是高职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直接关系到其培养什么

样的应用型人才、如何培养应用型人这个根

本问题,那么要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首先要

搞清楚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

本内涵。 

【年】2017 

【期】11 

 

22/34 

【题    名】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供给结构改革初探——基于 Y 大学的实证

分析 

【作    者】唐开鹏; 

【单    位】扬州科技学院;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面临着更加严峻地考验。Y大学通过思政

教育供给结构改革,实现"引领性"、"精准性"、

"有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供给",促进

学生整体素质提升和学校管理创新发展的

共赢。 

【基    金】江苏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

三五”规划课题“新媒体时代增强大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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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研究”(16YB207);;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扬州

职 大 机 械 学 院 大 学 生 双 创 工 程 ”

(PPZY2015C234);; 

扬州科技学院辅导员工作重点项目“供给侧

改革视阈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的路径研究”(YZPC2016ZD10) 

【年】2017 

【期】07 

 

23/34 

【题    名】浅析思想政治工作在高职院校

人事管理中的重要性 

【作    者】陈波; 

【单    位】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经营管理者 

【摘    要】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

育工作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高职院校作为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呈现出了新的特

点。人事管理工作是高职院校开展日常工作

的基础,主要包括人事调动、工作考核、工资

管理、职称评定等诸多内容,在此环节中教师

可能出现一定的工作态度与积极性的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正是通过观念思维的导向作

用,实现教师思想矛盾的化解与工作态度的

转变,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师师德,促进人

事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探讨分析了当

前高职院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阐述

了相应的影响因素提出了针对性的工作对

策,旨在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年】2017 

【期】10 

 

24/34 

【题    名】高职院校家庭贫困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现状与对策 

【作    者】焦琪; 

【单    位】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摘    要】当前,我省高职院校大部分的学

生都来自普通家庭或者困难家庭。因为贫困,

使得这部分学生背上了一个特殊的心理包

袱。由于贫困,也使得这部分学生的心理呈现

出各种问题,比如特有的自卑,缺乏应有的安

全感等等。本文具体分析了家庭贫困学生的

思想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

建设性意义的解决对策。 

【年】2017 

【期】02 

 

25/34 

【题    名】高职辅导员依托微博平台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作    者】邓如涛; 

【单    位】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

部; 

【文献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尤其是微

博的出现和普及对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带

来了重大影响。论文着眼于辅导员工作本身,

通过对微博特性的把握,分析微博对高职辅

导员工作的影响,分别从辅导员微博平台在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必要性、优越性

和创新性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针对高职辅导

员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寻找创新

辅导员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辅导员工作

效果的提升。 

【年】2017 

【期】04 

 

26/34 

【题    名】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理

论教育实效性探析 

【作    者】刘海滨;王剑;闫桂莲; 

【单    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新西部(理论版) 

【摘    要】本文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现状,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实效性的路径,即大学生理论骨干培育

和理论社团建设,并探索建设的方法:配备专

门的指导教师对社团进行指导;规范社团活

动,发挥“第二课堂”效能;学校要为社团建

设提供经费保障和教育教学实践基地保障;

社团活动形式要多姿多彩,避免陈旧、单一、

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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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7 

【期】06 

 

27/34 

【题    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不足与思考 

【作    者】曾令平; 

【单    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新西部(理论版) 

【摘    要】文章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不足,认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未得到

尊重,校园文化发展有待加强,提出高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有效途径:高职院

校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开展有效

的教学活动,重视学校文化建设,促进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 

【年】2017 

【期】06 

 

28/34 

【题    名】浅析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效果的策略 

【作    者】胡娟娟; 

【单    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中国校外教育 

【摘    要】由于高职院校学生存在着综合

素质水平、理性认知能力偏低的情况,导致高

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诸多困

境。要提升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加

强教学研究、改变课堂教学模式、落实实践

教学环节、改进教学手段、改革评价方式等,

对如何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提出意见和建议。 

【年】2017 

【期】09 

 

29/34 

【题    名】创新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路径:制度建设 

【作    者】杨国英;赵坤华; 

【单    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在信息匮乏的时代,说教曾经是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信息爆炸的今天,

对高职高专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

说理,更需要制度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

教育目标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化"。学习、制

定和实施制度对高职高专学生来说,是一种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样可以彰显出

制度的威严,克服单纯说教效果不明显的弱

点,从而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基    金】云南省高等职业教研重点项目

(GZZD201409) 

【年】2017 

【期】01 

 

30/34 

【题    名】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以大学生社

团为载体 

【作    者】毛娟; 

【单    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以大学生社团为载体,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佛山

职业技术学院汉风国学社为例,充分发挥大

学生社团的作用,打造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模式,总结出以大学生社团为载体,将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

训。 

【年】2017 

【期】13 

 

31/34 

【题    名】高职院校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

教育的探索研究 

【作    者】陈萍; 

【单    位】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教育现代化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高职学生就

业来说至关重要,它是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

核心。本文立足于从就业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在关系出发,探索在高职院校就业指导课

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对

于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提



 

 31

高就业指导水平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

策。 

【基    金】2016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2016SJD710119);; 

2014 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专项

课题(项目编号:14FYHLX49);课题负责人:

陈萍 

【年】2017 

【期】13 

 

32/34 

【题    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微课体系

的设计与开发 

【作    者】陆祉亦; 

【单    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文学教育(下) 

【摘    要】<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教育信息化被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

整体战略以来,在教育领域,与信息技术发展

密切相关的“微课”应运而生,并且得到迅速

发展,在推动教学改革、教师职业发展、学生

学习观念转变、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质疑的声音也不绝

于耳。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角度来

看,微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有其必要性

与可行性,可运用于课堂教学、翻转课堂和移

动学习。良好的教学 

【年】2017 

【期】03 

 

33/34 

【题    名】高职院校“三位一体”体验式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初探 

【作    者】谷朝众; 

【单    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北京教育(德育) 

【摘    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鹤壁

职业技术学院面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学生实际与人才培养

特点,积极创建了立体化教育教学实训平台、

多样化社会实践平台以及新媒体信息化交

流平台,探索构建了情境化见识体验、多元化

开放体验、多样化网络体验"三位一体"的体

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取得较好实效。 

【基    金】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

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体验式教育模式研究”

(15JDSZ2051)的阶段性成果 

【年】2017 

【期】03 

 

34/34 

【题    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

情管理探究 

【作    者】王昕; 

【单    位】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克拉玛依学刊 

【摘    要】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在生

源素质、办学模式、培养目标以及硬件环境

上的差别使得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网

络舆情管理上具有自身的特点。把握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建立健全高

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机

制,对于提升高职院校舆情引导水平,牢牢把

握舆论控制权,构建和谐校园,保障高职院校

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年】2017 

【期】02 

 

眼视光技术眼视光技术眼视光技术眼视光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19 

【题    名】框架眼镜与角膜塑形镜矫正的

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差异比较研究 

【作    者】连燕;金婉卿;毛欣杰;姜珺;沈梅

晓;黄胜海;黄文娟 

【单    位】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温州

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文献来源】眼科新进展 

【摘    要】目的 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在水

平方向上进行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区域性

厚度分析，比较首诊发现近视的儿童与 OK

镜戴镜 1 a以上儿童脉络膜厚度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就诊于我院的低至中度近视

（-1.00~-6.00 D）近视儿童，对其中进行

OCT脉络膜图像采集的 68位儿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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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首诊发现近视并以框架眼镜矫正的 34

人，持续配戴用 OK镜 1 a以上的 34人，仅

分析右眼数据。以自行编制的软件以 500 μ

m 为间隔分析以黄斑中心凹为中心共 3.5 

mm范围内的脉络膜图像，分为 7区进行统

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每组各区域间的脉

络膜厚度差异，以配对 t... 

【基    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金（编号：201302015）；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LY14H120007）；

温州市2015年公益性科技计划项目（编号：

Y2015025）；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创新

引导课题（编号：YNCX201402） 

【年】2017 

【期】05 

 

2/19 

【题    名】配镜后视力到 0.8 还是 1.0 合

适?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人眼相当于人体的照相机,

视网膜就是相机的底片,视网膜上视觉细胞

的密集程度与敏感性决定了人体相机分辨

率的大小;晶状体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通过

调节变焦来聚焦不同距离的物体。视力有如

人体照相机的分辨率,眼镜度数反映的则是

晶状体的屈光状态。因此,"视力"与"度数"是

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不存在量化的联系,不

能说什么样的度数对应着什么样的视力。验

光检查要做的是通过眼镜度数的调整,使戴

镜者获得最佳视力的最小近视度数,也是其

视力与度数的最佳"平衡点"。戴镜的目的,

即将视力与度数最合理的匹配起来。 

【年】2017 

【期】10 

 

3/19 

【题    名】隐形眼镜使用者的依从性调查

（英文） 

【 作     者 】 Asik Pradhan;Raju 

Kaiti;Purushottam Dhungana; 

【单    位】蒂尔冈加眼科研究所;角膜和

隐形眼镜组;加德满都大学;Dhulikhel 医院;

眼科;蒂尔冈加眼科研究所; 

【文献来源】国际眼科杂志 

【摘    要】目的:从卫生和镜片、镜片盒

及镜片护理液的更换来调查隐形眼镜配戴

者的依从性。方法:以每天配戴镜片至少 8h、

持续配戴≥6mo 的隐形眼镜配戴者为研究

对象。采用半结构化、经过预先测试和验证

的问卷调查表,在接受口头知情同意后评估

软性隐形眼镜配戴者的依从性。每位受试者

都接受访问,收集有关戴隐形眼镜使用历史

的信息。年龄、性别、使用的镜片类型、配

戴经验(a)、配戴时间和习惯、一天中持续使

用镜片的时间和护理方法的细节都进行了

记录。结果:共 73 名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23.63±5.23y。观察到:依从性最高的项目为

镜片清洁和消毒程序(98%);依从性最低的

是隐形眼镜配件护理(81%)。依从性较差的

是:更换镜片盒(4... 

【年】2017 

【期】05 

 

4/19 

【题    名】国产 5 种 PHMB 多功能护理

液搭配硅水凝胶隐形眼镜的基准评价（英文） 

【作     者】馬銘良 ;宋寅翼 ;Daniel 

Tilia;Varghese Thomas; 

【单    位】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华柏恩视觉

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华柏恩视觉研究中

心; 

【文献来源】国际眼科杂志 

【摘    要】目的:针对搭配市售硅水凝胶

隐形眼镜使用的5种中国产含聚六亚甲基双

胍 (polyhexamethylene biguanide,PHMB)多

功能护理液,通过护理液相关角膜染色、眼部

反应(角膜染色、眼部充血)、角膜浸润、眼

部舒适度来评估和比较其临床表现。方法:

前瞻性、开放、随机、平行对照临床试验。

选取 18 岁以上受试者 162 名,并随机分为 5

组,分别使用 5种中国产含 PHMB多功能护

理液:全能多功能护理液,海昌水感觉润护理

液,保视宁护理液,卫康新视护理液及卫康 2 

000 多功能护理液(分别缩写为 C,H,B,W,和

W2)。所有受试者都配戴月抛型硅水凝胶隐

形眼镜(博士伦纯视)3mo,并每日使用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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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护理液... 

【基     金】Sponsored by Brien Holden 

Vision Technology(Guangzhou) Co.,Ltd~~ 

【年】2017 

【期】05 

 

5/19 

【题    名】为什么相同的度数;会配出厚

薄不一的镜片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前言:互联网时代,人们获

取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便捷,但却并没有因

此而减轻负担、获得更多的有用知识,这一切

源于在信息的洪流中难以分身,更何况去区

分哪些是有用的信息,哪些是干扰信息。对于

眼健康问题也同样如此,如何快速获得有用

的信息成为当下人们普遍寻求的捷径。《中

国眼镜科技杂志》,一直在破除消费者与行业

沟通的隔阂,力求为眼镜行业、眼镜消费者搭

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沟通平台,并以此为

广大读者提供更加精准、深入、有用的信息,

满足信息 

【年】2017 

【期】09 

 

6/19 

【题    名】隐形眼镜与框架眼镜所引起的

调节量对比分析 

【作    者】傅丽静; 

【单    位】天津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通过同一患者配戴隐形眼镜和

框架眼镜所产生调节力的比较分析,从而发

现近视眼患者长期配戴隐形眼镜视近会产

生比框架眼镜更多的调节,也会引发视疲劳。

本文选取了 30名近视患者,按照屈光度的程

度分成 3 组,使用综合验光仪进行调节力的

测量,并分析对比。了解近视患者在使用隐形

眼镜和框架眼镜的不同矫正方式时所产生

调节的差异,分析部分近视患者戴用隐形眼

镜看近时容易产生视疲劳和早老花现象的

原因。 

【年】2017 

【期】09 

 

7/19 

【题    名】集合功能检测图例详解 

【作    者】李焕明; 

【单    位】吉林省长春市视力佳眼镜公

司;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本文作者结合在眼镜店验

光的工作经历,将集合功能检测的全过程(本

文不包括综合验光和调节功能检测的相关

内容)分成 4个检测类别、6个检测项目、18

个检测步骤。同时尽量用图片辅助文字的方

式,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记录下来。并且认为

这种学习方式便于验光初学者,在没有被测

者配合实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按照图例便

捷学习、记忆、操作。以利于初学者快速将

集合功能检测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集合功

能检测图例的中心主旨是:操作思路的变化

需要随着被测者反应的变化而变化! 

【年】2017 

【期】09 

 

8/19 

【题    名】远视性弱视:框架镜矫正还是

RGP? 

【作    者】梅颖;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笔者最近遇到一个 12 岁

的男孩 ,睫状肌麻痹 ,验光双眼高度远视

+15.00D——0.12(如图 1),重度弱视,眼轴测

量显示双眼眼轴在 17.3mm左右(如图 2)。针

对这一情况,笔者给家长推荐做 RGP+遮盖+

弱视训练的方案,家长未接受(可能是价格原

因)。当然了,家长对弱视的认识以及治疗的

价格问题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本文旨在讨

论 RGP 和框架眼镜矫正远视性弱视有什么

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年】2017 

【期】09 

 

9/19 

【题    名】检影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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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英丽;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1 概述 1859 年,Bowman

用 Helmholtz检眼镜观察散光眼底时发现了

一条很特别的带状眼底反射光线。1873

年,Cuignet 使用一个简单的镜面检眼镜(将

灯光折射入眼睛),通过镜面的视孔观察发现

一条奇怪的反射光,该反射光因被观察眼的

屈光度不同而异,他还发现移动反射镜面时,

眼底反射出来的光线也会移动,有时候与镜

面移动一致,有时则相反,其反射光的大小、

亮度、移动的速度对每一个体有差异。

Cuignet认为该反射现象 

【年】2017 

【期】09 

 

10/19 

【题    名】安徽省某医学院低年级在校大

学生视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作    者】马祥;刘欢;黄旭;李远珍;温柔刚;

王开;王杰; 

【单    位】皖南医学院护理学院;皖南医

学院护理学院科研试验站; 

【文献来源】长治医学院学报 

【摘    要】目的:了解安徽某医学院在校

大学生近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高等医学

院校学生近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

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皖南医学院1 235名

医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结果:医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80.7%,中度近视

率为 55.9%。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视力的保护因素为写字保持胸距桌一拳

(OR=0.577,95%CI=0.424~0.785),而眼镜没

配好(OR=1.628,95%CI=1.097~2.417)、熬夜

玩手机(OR=1.467,95%CI=1.005~2.139)是导

致近视的危险因素。结论:近视检出率较高,

应指导大学生采取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

以预防新发... 

【基    金】2015年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10368105) 

【年】2017 

【期】02 

 

11/19 

【题    名】基于哈特曼板检测眼镜屈光度

的改进方法 

【作    者】张学典;王昱霄;常敏; 

【单    位】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电子科技 

【摘    要】针对传统的哈特曼测量存在的

技术问题,提出了改进型的哈特曼检测方法。

设计了实验的总体方案,通过采集 CCD图像,

并对图像进行后续处理,从而得到不同装置

下镜片的屈光度分布图。通过与传统的哈特

曼检测方法的比较,测试结果表明,改进型的

哈特曼检测方法原理简单、方便可行。 

【基    金】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基金资助项

目(2014YQ09070903,2013YQ03065104);;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2015AA020401) 

【年】2017 

【期】03 

 

12/19 

【题    名】≤1.00D近视儿童是否配戴全

矫眼镜与调节滞后量的相关性研究 

【作    者】王玮方; 

【单    位】天津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为了探讨近视度数≤1.00D的

儿童,配戴全矫眼镜与不戴镜对其调节滞后

量的变化影响,以期寻找最有利于其双眼视

功能的屈光矫正方案,为不同调节滞后量的

近视儿童,精确的屈光矫正提供依据。本文选

取了 2012~2014 年来我视光中心验光配镜

的 120 例近视度数≤1.00D 的儿童为样本,

排除眼部疾患、无明显屈光参差、无明显斜

视、无弱视,年龄 9~14岁,矫正视力均≥1.0。

分组按照初次验光后,分为全矫戴镜组和不

戴镜组;在初查过程中,根据调节反应量不同,

分 为 BCC<+0.25D 组 与 BCC ≥

+0.25D~+0.75D组。观察一年后,两组患者调

节滞后量的变化。应用综合验光仪常规进行

单眼屈光、双眼平衡,并测量所有患者 3... 

【年】2017 

【期】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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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题    名】眼镜门店检查方法的理解与运

用 

【作    者】姜来; 

【单    位】大庆紫康眼镜;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随着技术的更新与学习的

深入,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检查

方法,但是如何熟练运用这些检查方法给患

者提供全面、直观、清晰的诊断呢,本文将进

行简要分析。到眼镜门店来的顾客,一般主诉

都是视力出现问题,所以在我们解决患者视

觉需要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排除眼病,以免误

诊,耽误患者病情。具体做法:第一,做角膜映

光法,观察患者瞳孔对光的变化,初步诊 

【年】2017 

【期】05 

 

14/19 

【题    名】不同曲率近视佩戴 RGP 的屈

光度增长比较 

【作    者】王雅婕;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目的:以 45.00D为界比较不同

曲率近视屈光度增长幅度的区别,探讨哪种

曲率近视佩戴 RGP控制近视效果更好;以及

对近视眼佩戴 RGP 比照配戴框架眼镜前后

控制近视屈光度增长的影响。11岁至 15岁

青少年患者 63 人 126 只眼,其中佩戴 RGP

镜片 31人共 62只眼,佩戴框架眼镜 32人 64

只眼,分别测量其屈光度、角膜曲率,佩戴两

年后,观察其屈光度增长幅度,比较不同曲率

近视佩戴 RGP增长幅度的区别,佩戴框架眼

镜与佩戴 RGP增长幅度区别。结果:不同曲

率近视眼佩戴 RGP镜片近视增长幅度相似;

佩戴RGP镜片比佩戴框架眼镜增长幅度小。

结论:目前对青少年近视患者来说,佩戴 RGP

眼镜片是控制近视发展的有效方法。 

【年】2017 

【期】05 

 

15/19 

【题    名】相干光断层扫描联合间接检眼

镜在高度近视眼底评估中的应用 

【作    者】毕晓达;关娟;王建新;盛豫;周

历; 

【单    位】解放军第 309医院眼科; 

【文献来源】临床眼科杂志 

【摘     要】目的探讨相干光断层扫描

(OCT)联合间接检眼镜检查对高度近视眼底

检查的优势。方法散瞳后用间接检眼镜检查

眼底,对有临床意义的严重视网膜病变做记

录,随后对视网膜病变处视网膜行 OCT检查。

结果 56例(98只眼)中,用间接检眼镜检查发

现有临床意义的严重视网膜病变数为 12 只

眼(12.24%),OCT 检查,能够检测到病变数为

11 只眼(检出率为 91.67%),仅有 1 只眼因病

变处超出 OCT 可视范围未能清晰扫描到图

像。结论通过 OCT的检查,可清晰地观察间

接检眼镜检出的病变视网膜(包括部分脉络

膜)各层的细微结构,可明确变性区的类型,

清晰的显示裂孔、裂孔周围视网膜浅脱离的

情况以及脱离范围等。 

【年】2017 

【期】01 

 

16/19 

【题    名】老花眼需警惕 9大配镜误区 

【作    者】佚名; 

【单    位】安全与健康 

【文献来源】安全与健康 

【摘    要】<正>大多数人在 40~50 岁时,

眼睛会悄悄出现"老花",在配老花镜时一定

要谨防 9 大误区。误区 1:贪便宜,图省事,不

验光直接购买。不验光随意买的现成老花镜

很难与佩戴者实际视力状况相匹配,反而会

产生视觉干扰,出现眼疲劳等现象。长期佩戴

不合适的老花镜可能会严重损害视力,加重

老花程度。误区 2:一副老花镜一戴到底。老

花镜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眼镜长期不更换会

出现镜架变形和镜片老化,影响视觉效果。 

【年】2017 

【期】02 

 

17/19 

【题    名】柳州市城区学生近视及眼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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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现状与眼视光专业服务需求调查 

【作    者】刘国英; 

【单    位】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文献来源】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摘    要】目的了解柳州市城区初中、高

中、大学学生近视以及眼保健行为的状况,

为控制学生近视、开展学生眼保健工作等眼

视光专业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

方法,在柳州市市区随机抽取初中、高中、大

学共 11所学校总计学生 763名,采用室内灯

箱式标准对数视力表测量双眼视力检查,非

睫状肌麻痹下自动验光和问卷调查。近视定

义为等效球镜(SE)≤-0.50。结果女生近视率

均高于男生近视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学生在改善视疲劳症状、做相关

视功能检查、获得镜片镜框合理建议及隐形

眼镜健康指导等眼保健服务的比例大。结论

柳州市城区学生近视发展需加大力度控制,

眼视光专业服务在学生眼保健方面的需求

度大。 

【年】2017 

【期】14 

 

18/19 

【题    名】孩子近视了;是去医院还是眼

镜店验光呢? 

【单    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文献来源】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摘    要】<正>技术源之于经验的积累,

配眼镜,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验光的准确性!不

论顾客是拿医院验光单还是眼镜店的验光

单来配眼镜,都需要进行 3 点询问:1.这个验

光度数经过试戴了没有?2.之前有没有戴过

眼镜?3.您平时的用眼习惯是怎样的?近用多

还是远用多?千万不要忽视这 3个问题,它直

接决定一副眼镜配出来的好坏。很多顾客出

于对普通眼镜店验光质量的担忧,认为医院

验光更专业、更准确,采取到医院验光、到眼

镜店配镜的办法配眼镜,这是一个很聪明的

办法,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为什 

【年】2017 

【期】04 

 

19/19 

【题    名】角膜塑形矫正近视与框架眼镜

矫正视力对视疲劳的影响 

【作    者】黄志昌; 

【单    位】广东省佛山华厦眼科医院; 

【文献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摘    要】目的:分析角膜塑形矫正近视

与框架眼镜矫正视力对视疲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我院收治

的 72例近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36例,对照组患者应用框架

眼镜矫正视力,观察组患者应用角膜塑形矫

正近视,对比两组患者的视功能改善情况。结

果:观察组患者佩戴后屈光度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戴镜 1

个月、6 个月、1 年时 AC/C 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角膜塑形矫

正能较好地改善调节和集合间的关系,临床

应用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年】2017 

【期】01 

 

包装技术与设计包装技术与设计包装技术与设计包装技术与设计，，，，印刷技术印刷技术印刷技术印刷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26 

【题    名】《食品包装学》课程教学改革

与研究 

【作    者】蔡瑞;王周利;岳田利;袁亚宏;

王亚学; 

【单    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轻工科技 

【摘    要】食品包装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的核心课程,对专业性食品人才的培养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工程教育认证及

食品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培养方案与要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为目标,对食品包

装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方法进行探索

式研究和实践,以期提高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培养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年】2017 

【期】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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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题    名】论美术教学中调色技巧的训练

——以茶叶包装构图着色为例 

【作    者】高有宏; 

【单    位】西安工业大学; 

【文献来源】福建茶叶 

【摘    要】色彩作为美术绘画的基本构成

要素之一,在实际绘画作品的创作中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色彩的灵活运用,不仅能激发创

作者的绘画灵感,还能为欣赏者带来丰富的

视觉盛宴。因此,学校美术教育对色彩教学也

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色彩的调色技巧训练

教学,已成为美术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之一。本

文以茶叶包装的构图着色为例,详细阐述了

茶叶包装构图着色中调色的应用,从中探索

出美术教学中的调色训练技巧。以期开创茶

叶包装教育教学应用的新领域,训练学生的

调色技巧,提高学生的美术绘画功底。 

【年】2017 

【期】05 

 

3/26 

【题    名】试论新媒体环境下注重学习者

体验的教材内容呈现形式——基于《数字化

学习技术》使用情况的分析 

【作    者】李欣;付奎亮; 

【单    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南

京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编辑 

【摘    要】新媒体使高等教育教材突破书

本这种以文字为主的印刷媒体形式,以多样

化形式呈现于学习者面前,如何在新媒体环

境下注重学习者体验来设计教材内容——

采用多种呈现形式,成为远程教育教材编写

者研究的焦点。《数字化学习技术》教材以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呈现全书内容,以新媒体

形式呈现视觉化的教学资源,以翻转课堂形

式呈现课堂教学内容,以交互形式呈现学习

活动,以生动、翔实的案例呈现教学实践活动。

教材立足学习者的角度来组织与编排,注重

广度和视野,在使用中达到了教学目标,提高

了教学效果。 

【年】2017 

【期】05 

 

4/26 

【题    名】论整体化包装设计理念教学的

必要性 

【作    者】崔庆斌; 

【单    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上海包装 

【年】2017 

【期】04 

 

5/26 

【题    名】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构建包

装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作    者】曹亚斌;刘伟;王西珍; 

【单    位】西安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纺织服装教育 

【摘    要】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指导,

详细剖析包装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培

养目标,并对该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重

新构建。教学实践表明,新的实践教学体系能

够为学生提供更多获得工程教育的机会,促

进学生操作实践能力的提高和产品包装创

新设计能力的提升,为增强学生核心竞争力

打好基础,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

行)》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基    金】西安工程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2016JG13) 

【年】2017 

【期】02 

 

6/26 

【题    名】压电陶瓷传感器的制作及压电

效应演示综合性实验设计——介绍一个材

料化学综合实验 

【作    者】晁小练;彭战辉;杨祖培; 

【单    位】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大学化学 

【摘    要】从压电陶瓷传感器的制作出发,

将合成方法、流延及丝网印刷技术、X射线

衍射分析测试手段等内容有机整合在一起,

设计了基于 PZT 基压电陶瓷传感器研究的

一个综合性实验教学方案,有利于大学生在

科研前沿体会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基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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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与材料器件等应用学科的综合运用。 

【 基     金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51577111,51107077) 

【年】2017 

【期】04 

 

7/26 

【题    名】平版印刷一体化教学“纸张的

平滑度”探析 

【作    者】申献平; 

【单    位】山西新华印刷技工学校;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正>平版印刷一体化教学是围

绕印刷职业技能训练要求,确定理论教学内

容和要求,教学环节应完全服务于印刷技能

训练。只有理论教学与(顶岗)实习有机结合,

培养技能过硬的印刷技术工人方不为空话。

平版印刷是间接印刷,它的承印物是纸张。纸

张在印刷过程中占生产总成本的 70%左右。

要获得高质量印刷品,纸张的平滑度、吸墨性、

白度、光洁度等性质,对印刷工艺、印刷品的

质量会构成明显影响,而纸张平滑度最为关

键,它直接影响着印刷品 

【年】2017 

【期】12 

 

8/26 

【题    名】食品包装学课程改革教学初探 

【作    者】蔡路昀;张滋慧;李秀霞;吕艳芳;

励建荣; 

【单    位】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鲜农产品贮藏加工及安全控制技术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辽宁省食品安全重

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食品与发酵科技 

【摘    要】本文针对食品包装学课程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考核方法三方面探讨提高食品包装学课程

教学质量的途径,培养学生对食品包装学课

程知识的综合运用,以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

果。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401478);; 

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08210023) 

【年】2017 

【期】02 

 

9/26 

【题    名】对光华 PZX650C-AL多色电脑

胶印机的小改造 

【作    者】萧健彪; 

【单    位】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广东印刷 

【摘    要】<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

国胶印设备制造企业通过合资、引进技术,

再到并购国际胶印设备制造企业,从而提升

了印刷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先进进

口设备的差距,制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质优

价廉的较先进的印刷设备。以下就从教学角

度,对实训 

【年】2017 

【期】02 

 

10/26 

【题    名】针对技能教学的安全问题对中

景 J4104B 型胶印机色组安全装置的改进建

议 

【作    者】廖伟航; 

【单    位】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广东印刷 

【摘    要】<正>本人从事平版印刷实训教

学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在教学过程中经历了

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从中也一直关注着平

版印刷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学校是一所以

新闻出版为主,平版印刷专业为龙头,有印前

设计、电脑美术制作、图文信息专业技术、

电脑制版 

【年】2017 

【期】02 

 

11/26 

【题    名】需求侧驱动教学模式在印刷包

装类实践课程中应用研究 

【作    者】文周;钟祯;李小东; 

【单    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广东印刷 

【摘    要】<正>2017年 1月 26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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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的通知中指出,

推动职业院校、本科高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实

施全流程协同育人,共同开展教育教学、组织

质量评价。深化专业、课程、教材体系改革,

加强教材规划、管理和审查,推动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效对接,

及时调整、更新教学 

【基     金】项目编号 :JGZD201628 

GDJG2015003 

【年】2017 

【期】02 

 

12/26 

【题    名】基于包装工程行业技术创新中

心的实践教学改革——以福建师范大学福

清分校为例 

【作    者】苏羽航;林渊智; 

【单    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海洋与

生化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摘    要】通过对"福州市包装工程行业

技术创新中心"进行建设,完善中心实验实训

平台,提升师资实践能力,建设双师双能型师

资队伍,以中心平台为依托,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提升学生实践应

用能力,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为包装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参考。 

【基    金】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校级教

改项目(XJJG2015015);; 

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4-PT-92) 

【年】2017 

【期】02 

 

13/26 

【题    名】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在包装设计

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作    者】张丽丽; 

【单    位】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包装 

【摘    要】包装的根本目的是销售,主要是

通过信息传达的方式达到销售的目的,而信

息传达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艺术设计。因此,

在包装设计教学中开设艺术设计基础课程,

能够培养学生传达信息的艺术手段。此外,

艺术设计基础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大量的

形象资料,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启发,能够培养

学生的判断能力和表现技巧。文章通过分析

包装设计教学的现状,进而分析艺术设计基

础课程在包装设计教学中的作用。 

【基    金】兰州交通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

目“甘肃与美国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比较研究

的启示与应用”(项目编号:2015059)阶段性

成果;; 

兰州交通大学 2015 年校级本科教学改革项

目“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速写》教

学方法研究实践”阶段性成果;; 

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项目批

准号:GS[2015]GHB0180) 

【年】2017 

【期】04 

 

14/26 

【题    名】东莞印刷职教联盟协同育人实

践和探索 

【作    者】李小东;王旭红;李娜; 

【单    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包装 

【摘    要】本文以东莞印刷职教联盟为例,

探索职教联盟下的协同育人实践应用。整合

联盟单位的资源,制定协同育人培养方案,共

建共享资源平台。并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印

刷技术重点专业建设为契机,从专业课程及

教材、实训基地、教师团队、科研培训服务

等项目开展实施,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保

证协同育人的顺利实施,为职教联盟人协同

育人提供现实案例。 

【基    金】2015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

工程项目(GDJG201500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示范建设专项项目

(ZXHQ20162001,2016H15,2016H27) 

【年】2017 

【期】04 

 

15/26 

【题    名】项目化包装设计教学研究 

【作    者】周作好; 

【单    位】钦州学院陶瓷与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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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指出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将项目化教学理念导入包

装设计专业教学,阐述开展项目化包装设计

教学的重要性,并根据包装设计专业特点,从

构筑教学管理平台、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完

善教学评估体系、合理配置教学团队四个方

面论述包装设计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探讨

提升学生设计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的

项目化包装设计教学途径与方法。 

【年】2017 

【期】07 

 

16/26 

【题    名】基于 MCGS 充气包装控制系

统设计 

【作    者】郝玉龙;徐泰燕; 

【单    位】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武昌工学院; 

【文献来源】绿色包装 

【摘    要】设计充气包装仿真平台,并在充

臭氧包装中实际应用。分析充气包装控制流

程,得出仿真平台的功能要素,利用MCGS组

态环境相关功能设计仿真平台的图形界面、

数据定义链接和脚本程序的编写。所设计的

充气包装仿真平台能够按照充气包装控制

功能需求运行实现。为 MCGS 组态软件教

学提供了案例。实践证明可提高充气包装的

控制效率和可控性,利用该控制系统对杭椒

与切片莲藕进行充臭氧包装,其货架寿命期

较常规充填方法延长 2-3天。 

【年】2017 

【期】04 

 

17/26 

【题    名】立体构成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包

装造型实践应用 

【作    者】李俊; 

【单    位】湖南女子学院; 

【文献来源】湖南包装 

【摘    要】在高校设计专业立体构成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从立体构成的元素、材料属性、

构造及空间方面着手,与包装设计中的造型

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概念,提高学

生的设计能力。 

【年】2017 

【期】01 

 

18/26 

【题    名】剪纸艺术在高职现代包装设计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万蔚; 

【单    位】武昌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西部皮革 

【摘    要】当今社会,我国的包装设计教学

已经朝着越来越注重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

传统的艺术形式正在逐渐被应用到现代设

计教学之中。本文从剪纸艺术在高职教学中

的实践运用出发,以传承中国元素为主线,改

革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方法,把中国元素作为

设计资源引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在现

代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重新解读中国元素,

推动中国元素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又探索出

了彰显了中国元素特色的教学模式。 

【年】2017 

【期】06 

 

19/26 

【题    名】应用型本科设计专业印刷工艺

课程实战教学研究 

【作    者】赵吉成; 

【单    位】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文献来源】包装世界 

【摘    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

应用型本科院校都在积极探索“创新创业+

专业课程”体系的建构。本文以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的印刷材料与工艺课程实战项目化

教学为例,具体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创业实战

项目与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从而提升学生们

的创新动手能力,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

标。 

【年】2017 

【期】02 

 

20/26 

【题    名】设计类课程的项目式教学探研

——以内江程熊酱油形象设计为例 

【作    者】罗真; 

【单    位】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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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文献来源】包装世界 

【摘    要】传统的课程是以理论为先导、

教师为主体的课程教学模式;而项目式教学

模式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主导地位,

从而也使该类课程的动手性、实践化得到很

大的提高。项目式教学模式是通过学生主动

调研发现分析问题,层层推进,达到动手实践

的目的,最后获得知识体系的完整方案。课题

以包装设计课程为例进行了承上启下式的

专业课程教学探研。 

【年】2017 

【期】02 

 

21/26 

【题    名】传统手工艺与产品包装专业教

学的互动探索 

【作    者】李闯; 

【单    位】湖南工业大学; 

【文献来源】包装世界 

【摘    要】包装设计教学中增设传统手工

艺的学习,在设计思维上实现原生性创新,可

以为专业学生提供新的设计思路与创作空

间,同时也能为传统手工艺的延续发展开拓

一条新路。本文进行传统手工艺与产品包装

教学的互动研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式方

法,为呈现合则两利的互动局面进行探讨。 

【年】2017 

【期】02 

 

22/26 

【题    名】网印实验室 T恤图案设计课教

学探讨 

【作    者】邹岚;张静; 

【单    位】丝网印刷 

【文献来源】丝网印刷 

【摘    要】<正>网版印刷是一种应用范围

很广的印刷方式,网版印刷实验室在艺术学

院中承担多个专业的实验教学课程。本文探

讨 T 恤图案设计的创作与网版印刷工艺实

验操作结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网版印

刷基本原理,熟练 T 恤图案丝网印花工艺流

程,并对 T 恤图案设计与应用实验教学方法

改革。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注重加强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和设计应用能力,更好地在实验

过程中进行 T恤图案艺术设计的创意与 

【年】2017 

【期】03 

 

23/26 

【题    名】装饰绘画基础课程学业评价体

系改革研究——以茶包装中的装饰画为例 

【作    者】朱小英; 

【单    位】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文献来源】福建茶叶 

【摘    要】茶叶包装装饰绘画基础课程是

高校茶艺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教师通过教

学,有目的地练习培养学生对茶叶包装装饰

画的把握和运用能力,对学生设计水平及鉴

赏能力提升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茶叶包装

装饰绘画课程学业评价体系相对单一,教师

通过理论知识进行考核无法联系设计实例,

学业评价体系面临改革,需参照实际状况不

断做出调整。随着我国艺术设计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茶产品包装设计要求日益提高,

产品包装中的装饰绘画运用受到广泛关注。

鉴于此,本文以茶包装中的装饰画为例,首先

介绍了茶叶包装装饰绘画特点与高校茶叶

包装装饰绘画基础课现状;其次梳理装饰画

在茶叶包装的运用及以此为基础的学业评

价体系改革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高校茶叶

包装... 

【基    金】《装饰绘画基础课程学业评价

体系改革研究》贵州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 GUN2016JG24 

【年】2017 

【期】03 

 

24/26 

【题    名】新型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包装

装潢设计的课堂教学 

【作    者】赵晟媛; 

【单    位】天津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摘    要】我国包装装潢设计巨大的市场

需求与专业人才匮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

何才能更好地开展高职包装装潢设计教学、

更快地达到培养综合设计人才以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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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问题。本力推进新型

的校企合作,开展"高校+产业+孵化"的众创

模式下的创客空间等,已成为包装装潢职业

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年】2017 

【期】01 

 

25/26 

【题    名】《食品包装学》教学改革与实

践 

【作    者】寇晓虹;蒋变玲; 

【单    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基于工程训练背景,对食品包装

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进行探讨。课程采用参

与式教学,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对

教学资源进行了优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

设学生市场调查环节;综合改革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 

【基    金】天津大学 2014 年度本科教学

综合教改项目:《食品包装学》教学方法改

革与实践(项目编号:TS14D009) 

【年】2017 

【期】12 

 

26/26 

【题    名】基于“一体化”包装结构设计

实训课程有效教学的探究 

【作    者】张弦; 

【单    位】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科技资讯 

【摘    要】该文笔者结合个人的实践教学

经验与相关参考文献,粗浅的阐述了一体化

实训课程有效教学的根本含义,并提出了"一

体化"包装设计实训课程有效教学改革的具

体措施,以期为更好的融汇与贯通包装设计

理论知识点与实际操作技能,提高包装设计

实训课堂质量做有益的铺垫,为今后广大同

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做有益的参考。 

【年】2017 

【期】03 

 

酒店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28 

【题    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中餐服务

与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 

【作    者】罗霞; 

【单    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根据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中餐

服务与管理课程为载体,以提高教学效果为

目的,构建“分层项目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旨在使此课程在实践中获得教学实效。 

【年】2017 

【期】05 

 

2/28 

【题    名】高校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创新模

式的建立 

【作    者】谢天慧; 

【单    位】四川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商论 

【摘    要】随着酒店业的兴盛与繁荣,酒店

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为我国各大

高校提供了培养人才的方向,也为酒店专业

的学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实践和调

查表明,当前从我国各大高校酒店管理专业

毕业的学生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和市场需

求,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其中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实训模式的建立上,这些

问题不解决不但阻碍了学生价值的发挥和

正常的就业,同时也会导致我国酒店业的发

展受到了限制。目前酒店专业的实训模式多

种多样,但每一种模式背后都存在各自的问

题,一个全新的、创新的实训模式成为本专业

的诉求。本文旨在介绍我国高校酒店管理专

业实训的几种模式,揭示了该专业在教学和

实训上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如何建立创新

实... 

【年】2017 

【期】1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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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校酒

店管理专业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体系 

【作    者】张凤婷; 

【单    位】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英语

旅游系; 

【文献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摘    要】高校酒店管理专业主要培养既

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酒店管

理与服务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科学构建理论

实践一体化教学体系,保障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学生“学”

和“做”融为一体、教师“教”和学生“练”

融为一体,从而使学生具备较高的综合职业

技能,顺利实现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 

【年】2017 

【期】05 

 

4/28 

【题    名】酒店实习生“逃兵”现象探析 

【作    者】孙碧璇; 

【单    位】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长期以来,旅游专业或酒店专业

的学生在酒店实习期间"逃兵"现象较为严

重,文章结合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近 5

年酒店实习生流失数据和案例,对酒店实习

生"逃兵"现象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酒店实

习生"逃兵"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实习生

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逃兵"现象的缓解需

要酒店对实习生人力资源的重视和创新领

导方式、学校建立合理规范的实习管理和教

学体制、以及校企之间达成稳定真诚的合作

机制。 

【年】2017 

【期】13 

 

5/28 

【题    名】就业人才需求与餐饮课程教学

优化研究 

【作    者】郝丹璞; 

【单    位】汉江师范学院旅游与管理系; 

【文献来源】知识经济 

【摘    要】就业是高校职业教育的重要目

标,也是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挑战。本研究在对

汉江师范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应、往届毕业生

开放式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酒店行业与用人

单位的需求访谈及调查,摸索出一些适用于

优化餐饮课程教学的做法,寻求提高未来酒

店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年】2017 

【期】09 

 

6/28 

【题    名】基于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的酒

店管理专业的运行机制 

【作    者】谭艳红; 

【单    位】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观察(下半月) 

【摘    要】为了明晰人才培养目标,深化教

育改革,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下的

酒店管理专业需要改革。广西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基于现代学徒制教学进行了改革,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

双身份"学徒,"双导师"师资,"双体系"课程结

构和"双标准"评价体系。 

【基    金】2015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立项项目“校企合作共建酒店英语课程实践

研究”(GX1519) 

【年】2017 

【期】04 

 

7/28 

【题    名】分析听说法在高职酒店英语教

学中的适用性 

【作    者】陈华; 

【单    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内江科技 

【摘    要】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流活动不

断增多,酒店迎来的外国客人数量也越来越

多,这就导致酒店对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

英语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学生

的英语听和说的能力,这就需要提高教学有

效性,而听说法就可以很好的针对学生的听、

说能力进行培养。本文分析了听说法在高职

酒店英语教学中的适用性。 

【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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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04 

 

8/28 

【题    名】职场需求引导下的高职英语分

类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张于琳; 

【单    位】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随着岗位不断细化,传统的大学

英语教学模式已不适应高职教育。鉴于分类

教学既有助于高职学生更快适应专业英语

课程,又有利于他们更快胜任工作岗位,也符

合社会对于高职英语的教学要求;因此,本文

从高职英语分类教学的必要性入手,设计出

职场需求引导下的高职英语分类教学模式,

并以酒店情景英语为例,探讨了该模式的具

体应用。 

【基    金】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资

助项目“职场英语融入高职商贸类专业公共

英 语 教 学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 ( 项 目 编

号:JAS141124) 

【年】2017 

【期】04 

 

9/28 

【题    名】酒店管理本科专业顶岗实习研

究 

【作    者】傅为;傅玉敏; 

【单    位】安徽外国语学院国际旅游学院;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 

【文献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酒店顶岗实习是酒店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核心

环节.文章基于顶岗实习过程,从学校、酒店、

学生三方面进行调查,主要研究结论有:1.学

生对学校实习工作流程规定的了解程度会

对实习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2.

实习期间同事上司关系会对实习满意度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提出了如下建议:1.

实习前学校全面深入开展动员,明确实习工

作流程及实习管理相关规定;2.重视实习中

酒店直接领导(师傅)的直接影响;3.加大同国

际知名酒店集团合作力度,提高顶岗实习国

际化程度. 

【基    金】安徽省教育厅项目“省级特色

专业——酒店管理”(20101885);; 

安 徽 省 高 校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项 目

(SK20170711) 

【年】2017 

【期】04 

 

10/28 

【题    名】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课程

改革探析——以《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为

例 

【作    者】佟安娜; 

【单    位】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去客房部工

作,酒店又急缺有创新能力的酒店专业人才

的问题。文章通过调研分析,找出症结所在,

加入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课程改革理

念,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教学

考核等方面注入新的内容和元素,解决这一

难题,提高学生的职业服务意识,实现学生能

力从服务技能向管理技能转化,从单项技能

向综合技能转化。 

【年】2017 

【期】07 

 

11/28 

【题    名】浅析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学

生职业意识的培养 

【作    者】张莹; 

【单    位】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经营管理者 

【摘    要】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

业素养的提高,对于学生将来的就业以及酒

店精英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积极的进行酒店管理

专业学生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促进

学生自身职业意识的不断提高。就高职院校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年】2017 

【期】11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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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高职院校顶岗实习质量分析及

建议——以酒店管理专业实习为例 

【作    者】雷梅芳; 

【单    位】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经营管理者 

【摘    要】酒店顶岗实习是酒店管理专业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学习内容,是工学结

合的重要体现。它对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和

基本技能的训练,深入理解并运用理论知识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获得服务技能

和管理知识,接受职业环境熏陶,培养良好的

职业素养及独立工作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通过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实习

实践活动,使学生熟练掌握酒店服务与管理

方面的技能技巧,并能够将服务与管理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酒店管理实践,为以后

从事酒店服务与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结合个人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介

绍了酒店管理专业顶岗实习的重要意义,分

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积极探索如何

提高酒店实习管理质量。 

【年】2017 

【期】11 

 

13/28 

【题    名】酒店管理教育教学探析——评

《酒店管理教育教学研究(2015)》 

【作    者】包永宏; 

【单    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摘    要】<正>现代酒店是一个融食、宿、

行、娱、购、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

是一个充分体现现代科技文明、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的经济实体。酒店管理概论课程的

教材既要强调学科一定的理论性和科学性,

又要注重酒店实践应用中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既能使学生学到酒店管理的基础知识,

又能在技术和方法上适应现代酒店管理实

践运作的需要。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向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的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是非常关键的阶段,

也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伴 

【年】2017 

【期】04 

 

14/28 

【题    名】体验式教学模式在酒店管理教

学中的应用实践探析 

【作    者】岳洧竹; 

【单    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为使学生能够切身感受真实的

酒店管理活动,实现综合能力和素质水平的

提高,文章从基础认知体验、模拟演示实验、

岗位实训体验、顶岗综合体验四个方面对体

验式教学模式在酒店管理教学中的实践应

用途径进行了分析。 

【年】2017 

【期】07 

 

15/28 

【题    名】高职酒店专业校企合作、工学

交替模式研究 

【作    者】于庆源; 

【单    位】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辽宁高职学报 

【摘    要】目前酒店管理行业人才供需现

状要求高职院校相关专业要实施"校企合作、

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提高能力培养,增强人

才实践能力,提高社会竞争力及学校影响力。

这一模式的实施,要从专业定位、课程架构、

实践培训、团队建设、教学管理机制等多个

方面深入探索与实践,提高"校企合作、工学

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可行度,实现其人才

培养效能。 

【年】2017 

【期】03 

 

16/28 

【题    名】基于 MOOC 的酒店情景英语

翻转课堂初探 

【作    者】王德军; 

【单    位】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MOOC和翻转课堂作为当前流

行的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课堂上起到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酒店情景英语是旅游管理

类专业的实践性课程,特别注重语言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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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将 MOOC 和翻转课堂的优势融合

起来,对于提升酒店情景英语课堂的互动性、

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和教学评价的全面性,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年】2017 

【期】04 

 

17/28 

【题    名】关于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学生酒

店实习教学的研究 

【作    者】卢晓; 

【单    位】大连财经学院; 

【文献来源】知识经济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旅游

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旅游管理专

业也随之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对于学习旅游

管理本科专业的学生来说,进入酒店实习既

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

践机会,直接关系着日后在工作岗位中能否

顺利完成工作职责。 

【年】2017 

【期】07 

 

18/28 

【题    名】浅谈高职食品营养专业实践教

学改革之探索 

【作    者】王欢; 

【单    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食品工程 

【摘    要】通过对高职院校食品营养学专

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得

出目前存在问题主要为实践教学基础薄弱、

专业定位及发展思路不清晰、师资水平有待

提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

施。 

【年】2017 

【期】01 

 

19/28 

【题    名】酒店管理专业职教师资培训专

业点建设研究 

【作    者】韩鹏; 

【单    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当代经济 

【摘    要】在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繁

重任务面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

师资队伍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之一。本文针对目前职教师资队伍现状,借助

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完成了酒店管理专业

职教师资培训专业点,极大的提高了酒店管

理专业职教教师培养建设体系。 

【年】2017 

【期】09 

 

20/28 

【题    名】教学场域视角下应用型酒店管

理人才校企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张洪双; 

【单    位】三亚学院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正>2010年 7月 9日,国务院

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规划纲要中提出促进高校特

色办学、建设高校分类体系、形成分类管理

格局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进一步落

实规划要求,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以应用技

术大学类型为办学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等

单位发起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

高等教育新常态下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要重新定位,理清思路,规划转型和发展路径。

校企协同是创新酒店人才培养 

【年】2017 

【期】09 

 

21/28 

【题     名】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

MOOC建设探析——以《酒店餐饮服务与管

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例 

【作    者】黄婧; 

【单    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商学

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现阶段,高校传统的精品课程推

广性弱,重建设轻应用,在现代"互联网+"大

数据时代下,弊端日渐凸显。本文通过分析高

校传统的精品课程建设的现状,探讨传统精

品课存在的问题 ,提出在大数据时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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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建设运用新媒体传播的具体思路,以

《酒店餐饮服务与管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为例,并借助广播电视大学的平台,实现

此门大型网络在线课程项目建设的真正落

地,以期为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MOOC建设

与应用提供现实参考案例。 

【基    金】“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校级

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子课题,并已申报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年)项目 

【年】2017 

【期】03 

 

22/28 

【题    名】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训效果调

查与分析 

【作    者】汪丹; 

【单    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酒店管理专业是一门既注重理

论,又注重实践的课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

内居民对出行中住宿标准及条件的要求逐

渐提升,从而对培养国内外优秀专业管理人

才的酒店管理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

在本文中作者将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与

研究,结合自身从事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经验,

对当前国内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训效果给

予调查分析,并提出有利于提升国内酒店管

理专业学生实训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年】2017 

【期】03 

 

23/28 

【题    名】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以应用型本

科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苏洁; 

【单    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随着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目标加剧,越来越多的高校更加重视人才

培养创新模式研究,"校企合作"作为一种办

学模式,已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必然

趋势。本文着力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基本点,具体从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教学四个方面来进行创

新研究,以期培养出"高素质、实践操作能力

强、就业层次高、就业面广"的旅游酒店管

理类人才和教学能力强、德才兼备、理论与

实践能力强的名师,从而加快旅游与酒店管

理专业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基    金】2016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级

教改项目: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探索——以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年】2017 

【期】03 

 

24/28 

【题    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工学交

替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作    者】周文哲; 

【单    位】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工学交替"实践教学体系是校

企合作的有效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的人才

培养中日益受到重视,对教学体系建构的探

讨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本文从对"工学

交替"的概念、价值判断和现实意义出发,结

合实际情况探讨了这种教学模式面临的现

实困境,在教学体系建构方面提出了构建的

系统思路,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以总结,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基    金】海南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工学交替”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课题编号:Hnjg2015-112) 

【年】2017 

【期】03 

 

25/28 

【题    名】基于职业能力的酒店管理专业

课程教学优化及对策研究 

【作    者】陈喆; 

【单    位】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范围的不断

扩大,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课程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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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学生职业能力。本文针对职业能力特性

及专业优化培养的重要性进行全面分析,浅

谈中职学校优化课程的设计对策。 

【年】2017 

【期】03 

 

26/28 

【题    名】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在高职酒店

管理专业中的创新实践——以三亚城市职

业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朱晓彤; 

【单    位】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我国目前各高职院校为提高各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尝试和探索工学交

替等培养模式的创新,满足企业对人才综合

素质的需求。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酒店管理专

业是一个实践性强的专业,在实践探索中形

成了"校企合一、工学交替、旺工淡学"的人

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性、职业型的创业者,

突出"实践第一"的观点,于每年冬季结合三

亚的需求,实施第三学期的教学改革探索,具

有一定意义。 

【年】2017 

【期】03 

 

27/28 

【题    名】酒店服务礼仪课程教学中的问

题及对策分析 

【作    者】柏林; 

【单    位】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酒店服务礼仪课程作为酒店管

理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交叉性

和实践性,旨在培养学生的酒店服务技能,提

高学生的内在素养与外在形象。在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服务业获得了良好的发

展空间,对服务礼仪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如何

增强学生酒店服务礼仪常识和综合素养,使

学生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已经成为酒店管

理专业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就对酒店

服务礼仪课程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

探性地提出几点有效对策,以便相关人士借

鉴和参考。 

【年】2017 

【期】03 

 

28/28 

【题    名】面向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前厅

与客房管理”教学改革探索——以广东海洋

大学为例 

【作    者】刘进; 

【单    位】广东海洋大学; 

【文献来源】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摘    要】"前厅与客房管理"是酒店管理

专业的必修课,其课程特点符合应用型本科

教育的要求。文章以广东海洋大学为例,从"

前厅与客房管理"课程教学现状出发,提出了

面向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前厅与客房管理"

教学改革策略,并分析了其教学改革的保障

措施。 

【基    金】2014年广东海洋大学教改课题

“面向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前厅与客房管理”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XJG201411) 

【年】2017 

【期】03 

 

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 

返回栏目导读 

1/29 

【题    名】商务英语“三元交叉”理论知

识构建模式初探 

【作    者】康博; 

【单    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文献来源】商业经济 

【摘    要】2012年商务英语专业正式列入

国家教育部本科培养专业目录,从目前的实

际教学情况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从相关学

术研究动态分析入手,思考商务英语"三元交

叉"理论,总结教学中的问题并提出"综合"而

非"总和"合理性知识构建模式,剖析相关研

究的学术价值,为培养出商务英语三元复合

型人才做好前期积累。 

【基    金】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商务英语“三元”交叉学科特征模式研

究(16YYD11) 

【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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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06 

 

2/29 

【题    名】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背景

下商务英语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王晓冬; 

【单    位】吉林财经大学; 

【文献来源】商业经济 

【摘    要】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成为现今我

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时期重要的举

措,而技术的学习需要大量商务型人才,这对

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习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针对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发展中

存在的目标不明确、教学模式陈旧、教学评

价方式不全面等不足,新形势下应采取明确

人才培养的目标、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制

定完善的教学评价机制等对策,以促进高校

商务英语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老工业

企业转型创新发展献力。 

【基    金】2014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

究重点课题:创新财经高校经贸英语专业服

务地方经济的 ESP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吉教

高字[2014]46号) 

【年】2017 

【期】06 

 

3/29 

【题    名】基于变通理论的商务英语翻译

教学初探 

【作    者】梁欢; 

【单    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英语广场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经济

的不断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日益频繁,各国贸易活动日趋密切。英语作为

一门国际通用语,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国家之

间的商务合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

就对大学生的语言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因此,很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商务英语翻译

的课程,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语言应

用水平,以便拓展他们的就业渠道。但是,日

常英语与商务英语有一定的差异,商务英语

翻译与普通翻译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有些翻

译理论并不适用于商务英语翻译。因此,为了

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目

的地给学生讲授商务英语的翻译原则和策

略。本文从变通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商务英语

翻译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商务英语翻... 

【年】2017 

【期】06 

 

4/29 

【题    名】商务英语阅读教学中思辨能力

培养的教学探究 

【作    者】费笑成; 

【单    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英语广场 

【摘    要】阅读教学是商务英语教学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与国外的贸易交流日渐加深,因此广大教育

人士开始重视培养学生商务英语的阅读能

力。而在目前对学生进行商务英语阅读教学

的过程中,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导

致学生的商务英语阅读能力受到了严重影

响。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可以对学校的培养模

式进行良好的创新,同时还有利于加强学生

商务英语的阅读能力以及构建合理的英语

思维,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教学手

段。综上所述,本文将对商务英语阅读教学中

的思辨能力培养模式展开简单的分析,旨在

提升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的质量。 

【年】2017 

【期】06 

 

5/29 

【题    名】商务英语视听说多媒体网络教

学新思路探析 

【作    者】李炎; 

【单    位】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英语广场 

【摘    要】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

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商务英语视

听说教学应运而生。网络平台能够为学生提

供海量的教学资源,延长了教学时间,能够实

现教师和学生的实时互动,对于改善商务英

语视听说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作

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现

状,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在多媒体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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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

新思路的构建策略,以期推动英语教学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年】2017 

【期】06 

 

6/29 

【题    名】手机案例微课的多层面设计与

互补照应——以商务英语沟通与谈判课程

为例 

【作    者】高芳 

【单    位】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在应用性较强的英语专业课程

中，要求高职学生运用英文展开理论分析和

模拟业务实践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传统的案

例教学与现代手机微课技术的结合有助于

将课堂实践教学延伸至课前和课后，继而回

归至课堂。以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

课程——商务英语沟通与谈判为例，以情境

案例分析设计为抓手，在重组教学内容、开

发案例引领的项目课程的基础上，研究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制作手机微课的方法，通过学

生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重点解决微课视频等

类型文件手机兼容的技术难点，探讨以“案

例”为主线的微课促进课堂学习的应用策略，

并尝试探索课外在线检测、小组协作与课堂

检测并用的人机结合的评价模式，努力推动

微课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最终促进教学效

果的... 

【基    金】2015年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会

课题“‘情境+案例’引领的商务英语沟通手

机微课设计与实践研究”（90）；2016年浙江

省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基于微信平台的

案例微课设计及应用研究——以商务英语

沟通与谈判项目课程为例”（JB129）；2017

年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港口管理学

院教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基于网络平台

的商务英语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年】2017 

【期】02 

 

7/29 

【题    名】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商务英语

情景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作    者】程跃珍; 

【单    位】广州大学;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把虚拟仿真技术运用于商务英

语教学能弥补传统商务英语实验室的不足,

使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情景化。这对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文分

析了建设相关教学资源的必要性并探讨了

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所开发的虚拟仿真商务

英语教学资源的特色和运用。该教学资源能

提高商务场景的真实性,改善商务英语的情

景化教学,促进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

革,着力提高教学效果,以此改善和推进商务

英语情景化教学。 

【基    金】广州大学 2014 年教育教学研

究课题成果(JY201404) 

【年】2017 

【期】08 

 

8/29 

【题    名】CBI教学理念融入商务英语教

学的有效性探究 

【作    者】刘友敏; 

【单    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

流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CBI教学理念是一种新型语言

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能够将语言技能与

学科知识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本次研究为

了探讨 CBI 教学理念融入商务英语教学的

有效性,首先对 CBI 教学理念融入商务教学

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选取了两个班级作为

研究对象,对其中一个班级采用 CBI教学,另

外一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对比两个班级学

生的商务英语阅读能力与听力 ,发现采用

CBI 教学的班级学生不仅商务英语水平有

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对商务英语的学习积极

性也有了提升。 

【年】2017 

【期】08 

 

9/29 

【题    名】基于图示理论和商务双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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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务翻译课程教学 

【作    者】罗国华 

【单    位】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嘉兴学院学报 

【摘    要】高校商务翻译课程教学存在师

生商务知识不足、商务与英语学习相互冲突、

商务翻译课程教学属性模糊等问题。基于图

示理论,应开设商务双语阅读课程,开发相关

教材,有效构建学生的国际商务内容图示、语

言图示和形式图示,解决商务知识学习和语

言技能提高之间的矛盾,强化商务翻译课程

的翻译属性。 

【基    金】2016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2016SCG049) 

【年】2017 

【期】03 

 

10/29 

【题    名】商务英语词汇教学中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 

【作    者】刘雯; 

【单    位】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普遍认为隐

性文化是最难跨越的文化障碍。语言与文化

密不可分,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隐性文化

差异在词汇层面必然有所体现。因此,在商务

英语教学中可以从词汇层面入手,借助在线

英语语料库,引导学生按照 Sinclair(2004)提

出的词项分析思路学习词汇,进一步了解词

汇的隐性文化内涵,跨越隐性文化障碍,从用

词方面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敏

感性,进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年】2017 

【期】09 

 

11/29 

【题    名】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的立体

化教学分析 

【作    者】曾婧; 

【单    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将立体化教学方式积极应用在

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活动中,能够提升

学生们的商务英语综合能力,为社会输送大

量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文章主要是从在商

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开展立体化教学工作

的必要性入手,针对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

的立体化教学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积极

介绍提升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的立体化

教学水平的有效措施。 

【年】2017 

【期】09 

 

12/29 

【题    名】慕课在高职商务英语口语训练

中的应用分析 

【作    者】茅和华; 

【单    位】沙洲职业工学院经济管理系;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多

媒体教学方式的广泛应用,慕课这一新兴的

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受到广大师生的追捧。慕

课教学以网络化学习、连通主义理论为基础,

按照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将学生从初级学

者培养成高级人才。一直以来,口语教学都是

高职商务英语教学的难点与重点,新形势下,

加强慕课在高职商务英语口语训练中的应

用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此,该文在

参阅大量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笔者

教育实践工作经验及自身见解,对慕课在高

职商务英语口语练习中的应用展开探讨。 

【基    金】2015年度沙洲职业工学院教改

课题(2015SGJG006);; 

2016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

语类课题(16jsyw-55) 

【年】2017 

【期】06 

 

13/29 

【题    名】需求分析理论下大学本科商务

英语翻译教学改革 

【作    者】梅欢; 

【单    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已经具备基

本的英语语言能力,这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

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目前,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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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课堂出现两种极端:教师教学控制课堂;

学生活动占据大部分课堂。该文从需求分析

理论中学生个体需求方面,尤其是情感需求

等方面,探讨大学本科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

具体改革措施,提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

教学”,以促进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的发展。 

【基    金】2016年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基于需求分析理论下的商

务英语课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编

号:2016GKSYJGB08) 

【年】2017 

【期】06 

 

14/29 

【题    名】基于《新编剑桥商务英语》的

教学实践探究 

【作    者】郑文君; 

【单    位】广东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新编商务

英语》作为当前各高校商务英语教学的主流

教材,相较其他教材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话题

丰富,材料真实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各板

块内容的联系不够紧密,缺少总结部分等。文

章先肯定其优点,后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并从

教师的角度,就如何通过教学来弥补教材的

不足以及如何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提出

了一些参考建议。 

【年】2017 

【期】06 

 

15/29 

【题    名】商务函电写作人际意义的构建

及其实现途径研究 

【作    者】莫丽娅; 

【单    位】西安翻译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作为商务英语高年级专业课,

《商务函电写作》是一门应用型、实践性很

强的英语写作类课程。该研究从人称、语气、

情态和评价系统四个纬度解读商务函电写

作中人际意义的构建。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交际意识,以"交际法","以学生为中心","在

实践中学习"的理论为指导,提高学生在国际

贸易语境中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 

【基    金】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研究

项目“外贸英语信函中程式化信息的传递研

究”(项目编号:15JK2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2017 

【期】07 

 

16/29 

【题    名】高职高专学生汉英翻译问题及

解决策略 

【作    者】郭云香; 

【单    位】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翻译是必不

可少的教授模块。它可以看做是对学生英语

知识的应用,因此,也最能体现出学生英语应

用能力的强弱。该文以高职高专商务英语学

生为例,陈述学生在大学英语六级汉英翻译

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

略。 

【年】2017 

【期】07 

 

17/29 

【题    名】“互联网+商务英语”的多模态

互动教学模式构建 

【作    者】宁博; 

【单    位】湖南文理学院; 

【文献来源】海外英语 

【摘    要】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商务英

语的传统教学模式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师资背景上都存在诸多弊端,无

法适应时代需求。"互联网+商务英语"的多

模态互动教学模式与"互联网+"大背景契合,

最大限度优化了教学资源,真正实现了互联

网与商务英语教学的有效结合。 

【年】2017 

【期】07 

 

18/29 

【题    名】试论基于创新创业的高职商务

英语人才培养方略 

【作    者】任璐; 

【单    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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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人

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高职商务英语

教学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教育教学中不

仅仅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要能够提

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首先

阐述基于创新创业的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

养的必要性,接着分析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

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基于创新创业的

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策略,以期更好地提

升教学效果。 

【年】2017 

【期】13 

 

19/29 

【题    名】商务英语函电写作中文化细节

差异的处理 

【作    者】曹赟; 

【单    位】南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商务英语函电写作是一种在商

务环境下利用信函与国际贸易客户进行交

流的交际行为。由于参与交际的双方来自不

同的文化背景,相互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文

化差异,因此商务英语函电教学中应关注跨

文化交际细节差异,结合教学主题实施有针

对性的细节跨文化交际的讲解尤为重要。 

【年】2017 

【期】02 

 

20/29 

【题    名】商务英语专业复合应用型本科

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曾靓;段红鹰; 

【单    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

流学院; 

【文献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以及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商务

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对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跨文

化能力方面的不足进行研究,揭示了目前本

科学生在提高跨文化能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因地制宜的提高跨

文化能力:(1)优化课程设置,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2)改进教学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3)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化跨文化意识;(4)发

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基    金】浙江省 2016 年度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复合应用型

人 才 培 养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 ( 项 目 编

号:jg20160210);;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高教研究课题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GJ-201502) 

【年】2017 

【期】08 

 

21/29 

【题    名】商务英语专业跨文化沟通能力

培养探析 

【作    者】魏凤旗; 

【单    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

贸学院; 

【文献来源】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摘    要】阐述商务英语专业跨文化沟通

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分析当前高职院校跨文

化沟通能力培养的现状,从课程设置、学校管

理、教师培养、教学模式等方面,对如何培养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进行

探讨,提出相应策略。 

【年】2017 

【期】02 

 

22/29 

【题    名】翻转课堂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

应用与实证研究——以商务英语课程教学

为例 

【作    者】赵静; 

【单    位】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文献来源】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摘    要】翻转课堂模式(FCM)是教学领

域兴起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完

成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协作和创新能力。通

过研究国内外 FCM 教学,合理地将 FCM 应

用到商务英语课程教学中,并对实施的 FCM

教学进行满意度实证分析,找出影响 FCM教

学满意度的有效因子,最后提出促进 FCM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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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年】2017 

【期】02 

 

23/29 

【题    名】模因论视角下的商务英语写作

教学模式 

【作    者】谢锦; 

【单    位】四川工商学院; 

【文献来源】英语广场 

【摘    要】所谓模因论视角下的语言教学,

是一种传统教学理念与现代教学理念有机

统一的教学模式。模因论视角下的语言教学,

不但延用了以往的背诵、模仿等教学方式,

而且注重创造性表达、文化熏陶,一方面,能

够让学生更直接地掌握语言中,增强语言的

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大大地减少在语境

转换时造成的语用失误。如果将模因论应用

于商务英语教学,可以更为顺利地达到商务

过程中的交际目标。 

【基    金】四川工商学院资助课题,课题名

称:模因论视角下的语言迁徙现象研究,课题

编号:2016RYB74X 

【年】2017 

【期】05 

 

24/29 

【题    名】商务英语专业与外贸型企业合

作教学模式探析 

【作    者】王卫平; 

【单    位】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英语广场 

【摘    要】改革开放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

济同世界经济的接轨,也使中国在国际商务

合作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推动了我国国际

贸易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对复合型商务人才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商务英语专业和外贸型

企业合作教学模式满足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的教学要求,是现代商务英语教学中最为有

效的教学方式。本文就商务英语专业和外贸

型企业合作教学模式构建的策略进行分析,

进而探讨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的经济效益和

优势作用。 

【年】2017 

【期】05 

 

25/29 

【题    名】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商务英语

专业实习实训教学现状及改革研究 

【作    者】孟召军;沙丽华;汪艳萍; 

【单    位】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文献来源】内江科技 

【摘    要】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有利于京津

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京津

冀区域人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京津冀区域

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强势

发展和对外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既擅长英

语又精通商务的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本文探讨了如何对商务英语

专业实习实训教学进行教学体系改革,提出

商务英语专业应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导向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实施商学交替的实践教

学方法并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同时对完善校

内实践教学条件,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和培养

师资队伍等提出了建议。 

【基    金】河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项目

编号:SQ161179) 

【年】2017 

【期】04 

 

26/29 

【题    名】商务英语合同的语义范畴与词

性分布特征的语料库考察 

【作    者】王立非;文道荣; 

【单    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文献来源】山东外语教学 

【摘    要】本文运用Wmatrix工具对我国

EPC 工程合同语料进行语义和词性特征标

注,与 BNC 语料对比,考察商务法律语篇的

语义范畴、词性和词频的分布特点。研究发

现:1)就语义范畴而言,EPC 合同文本最高频

的语义范畴是 I2.1:Business:Generally(商务:

普通)和Q1.2:Paper documents and writing(书

面文档与写作),EPC 合同文本首先是一种具

有法律属性的商务文本 ;2)就词性特征而

言,EPC 合同文本多用 NP1(专有名词单数)、

NN1(普通名词单数)、ZZ1(字母顺序词)以及

冠词、指示代词和物主代词等,说明 EPC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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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本并非普通商务协议,而是一种高度规

范化和法律明晰...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外

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预测

对比分析”(项目编号:16BYY178)和北京市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商务人才外语能力

的 语 言 学 理 论 基 础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14WYA006)资助成果 

【年】2017 

【期】02 

 

27/29 

【题    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复合型商务

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作    者】邹琳琳; 

【单    位】西安翻译学院; 

【文献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摘    要】培养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以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地方高校商务英语

教学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围绕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及人才培养与校外资

源的合作三方面,阐述“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

基础和系统的商务知识”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期培养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推进地方经

济和谐发展。 

【年】2017 

【期】12 

 

28/29 

【题    名】基于“人人通”的高职商务英

语翻转课堂实践探索 

【作    者】张燕燕; 

【单    位】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文献来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将翻转课堂与网络学习空间

“人人通”相结合,构建符合高职商务英语专

业特点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讨该模式在

实践教学中四个阶段细节及策略,并将该模

式应用到综合英语课程中去,进行了教学实

践探索,验证这一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英语

成绩、提高学生英语运用能力的实效,总结基

于“人人通”的高职商英翻转课堂的优势和

实践中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希望能为职校商

务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年】2017 

【期】02 

 

29/29 

【题    名】现代学徒制模式下企业参与商

务英语人才培养路径小议 

【作    者】苏鸯; 

【单    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商论 

【摘    要】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作为一种

新兴的人才培养方式,得到很多商务院校的

青睐和肯定,在各院校里蓬勃开展,这种模式

中的英语教学应该如何进行?本文拟从企业

需求出发,讨论了企业参与商务英语人才英

语能力的培养路径,对学徒制培养模式中的

英语教学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年】2017 

【期】08 

 

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28 

【题    名】优化《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郑东; 

【单    位】贵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电

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专业课程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更加重视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

量及学习兴趣,并促进学生在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共同发展。

本文对学生中心教学模式、多元化教学模式

以及人才协同培养教学模式进行了具体的

探讨。 

【基    金】贵阳学院校级教改课题,“优化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课程教学模式研

究”,项目编号:201502451 

【年】2017 

【期】1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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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跨境电商背景下高职物流人才

培养路径 

【作    者】潘悦; 

【单    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商论 

【摘    要】我国跨境物流尚属稚嫩,相关人

才需求缺口较大,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严

重阻碍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高职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现状及模式分析,提出

了物流专业人才培养的初步方案,主要从师

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校企合作上

进行深度改革。 

【年】2017 

【期】14 

 

3/28 

【题    名】创新应用“双能”型物流工程

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作    者】潘常虹;孙冬石;刘猛; 

【单    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目前高校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体

系与行业需求普遍存在较大鸿沟,毕业生眼

高手低、双向能力薄弱,究其原因是由于高校

人才培养模式的同质化严重。本文结合高校

教学成果奖和教改项目,探索并实施了创新

应用"双能"型物流工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该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物流工程专业在"双能

"要求下实现卓越能力的达成,研究"赛、学、

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物流工程专业"

双能"人才培养和专业持续发展,以及工程能

力培养平台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推动

高等学校工程教育改革。 

【基    金】2017年全国高校、职业院校物

流教改教研课题(课题编号:JZW2017036),校

级教学成果奖 

【年】2017 

【期】15 

 

4/28 

【题    名】《跨境电商物流》课程开发的

思考与探索 

【作    者】项捷; 

【单    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外语与贸易

分院;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跨境电商企业需要物流企业在

集货、仓储、运输、通关、配送等诸多方面

的合作,物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境电子

商务的运作效率。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物流人

才供需缺口催生高校相关专业和课程的开

发和建设,《跨境电商物流》课程应运而生。

本文阐述了《跨境电商物流》课程开发背景、

课程性质、主要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考核

和成绩评定。 

【年】2017 

【期】15 

 

5/28 

【题    名】高校物流专业课堂教学之思考 

【作    者】罗宁; 

【单    位】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交通企业管理 

【摘    要】<正>进入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任

教以来,笔者从事了《库存管理》、《仓储管理》、

《物流法规》、《物流综合实训》等多门课程

的讲授工作,在长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

认真上好每节课之外,笔者一直对自身和其

他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比

较和深入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认

识。 

【年】2017 

【期】03 

 

6/28 

【题    名】《自动化仓库设计与运营》课

程建设探索 

【作    者】陶宁蓉;李军涛;杨男;张丽珍; 

【单    位】上海海洋大学; 

【文献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本文对《自动化仓库设计与运

营》课程进行分析,根据物流工程专业的特点,

从教学定位、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进

行建设。通过系统化的课程建设,使学生掌握

自动化仓库设计与运营的全过程,提高学生

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    金】2016年全国高校、职业院校物

流教改教研课题“自动化仓库设计与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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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研究”(JZW2016004);; 

2015年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物流系统

建模与仿真”(A1-0201-00-1004) 

【年】2017 

【期】20 

 

7/28 

【题    名】基于 MES 模式的高职物流运

输课程教学研究 

【作    者】彭华颖; 

【单    位】北京城市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高职教育着重培养技能性应用

人才,如何将职业技能培养与高职课程有效

结合是高职教学改革的重点。文章根据MES

模式的教学理念,结合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

学与课程改革实际,提出了《运输管理实务》

课程的改革思路与具体操作实例,希望能对

实际教学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基    金】2014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子课题《职业教育与产

业融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

(FJB110092-004) 

【年】2017 

【期】20 

 

8/28 

【题    名】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类课

程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梁丽梅;郭媛;李萍; 

【单    位】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当前,国家全力引导地方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这对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物流行业

的高速发展也对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以培养满足经济社会与行业发

展的应用型人才。文中以北京交通大学海滨

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为例,分析当前

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类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探索构建以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教学体系,深化课

程教学改革,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物流

管理专业人才。 

【年】2017 

【期】05 

 

9/28 

【题    名】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物流信息技

术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亓呈明;胡立栓;王育平; 

【单    位】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认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所关注

的重点是将学习理论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教

育实践。加涅的认知学习理论给出了信息加

工和信息获取的全过程。在认知心理学的信

息加工理论和问题解决策略指导下,针对《物

流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实施行之

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重视对学生认

知结构的研究,帮助学生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引导学生成功提取有效信息,培养学生在实

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年】2017 

【期】05 

 

10/28 

【题    名】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课程改革

探讨与实践——以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配送操作与管理课程为例 

【作    者】王阳军;罗勇; 

【单    位】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文中以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配送操作与管理》课程为例,基于工作

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理念,对课程内容进行

重构,同时,结合企业真实的业务和湖南省物

流技能抽查及技能大赛的要求和标准选取

和设计教学内容,运用“基地+团队+训练任

务”教学模式达到课程的培养目标,实践证明,

课程改革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起到了显著的

作用。 

【年】2017 

【期】05 

 

11/28 

【题    名】基于信息技术的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实践与创新研究——以物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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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课程为例 

【作    者】刘晓燕; 

【单    位】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

式在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翻转课堂推崇学生

的主体性,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和

教师的因材施教理念,能够充分发挥学生自

身的能动性。文中以《物流市场营销》这门

课为例,研究了如何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式改革和创新。 

【年】2017 

【期】05 

 

12/28 

【题    名】技能大赛促进中职物流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的实践与探索 

【作    者】袁斌;唐莉; 

【单    位】广西物资学校;广西经贸高级

技工学校;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随着物流业的发展,中职学校培

养高质量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人才是当前职

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技能大赛对中职学

校推进物流专业教学改革和加强学生专业

技能培养有着积极作用。基于技能大赛的中

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在技能大赛中

取得好成绩,也使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 

【年】2017 

【期】05 

 

13/28 

【题    名】探讨物流实践教学在电商创业

中的应用——以广东理工学院为例 

【作    者】吴爱萍;刘香进; 

【单    位】广东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互联网+等概念的提出使得高校

大学生激情四射,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加入

电商创业的行列。文中主要以探讨物流实践

教学在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中的具体应用,

以及电商创业项目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的帮助和作用。 

【年】2017 

【期】05 

 

14/28 

【题    名】基于校企合作的物流管理专业

建设及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李新军; 

【单    位】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本着“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以能

力培养为本位”的办学理念,构建对接物流管

理企业岗位群的情境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建

立“基于专业岗位分析”的多层次立体化课

程体系,培养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

教师团队,构建校企合作的递进式实践性教

学体系,充实实训实习教学功能。 

【年】2017 

【期】05 

 

15/28 

【题    名】应用型民办本科物流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探究——以陕西服装工

程学院为例 

【作    者】赵芳妮; 

【单    位】陕西服装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物流管理专业是一门对实践性

要求很高的多学科交叉型学科。为了适用应

用型民办本科的特点和企业对实用型物流

人才的需求,学校需要培养兼具理论知识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性物流人才。文中以陕

西服装工程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该校物流

管理专业实践型教学的现状,结合该校特点

初步探索适合该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的构建。 

【年】2017 

【期】05 

 

16/28 

【题    名】高职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作    者】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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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物流信息技术在高职物流管理

专业中占据重要地位,通常设为核心专业课

程,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直接影响

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文中针对“物流信息技

术”课程教学中的常见问题,根据企业的实际

应用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希望能对

高职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年】2017 

【期】05 

 

17/28 

【题    名】从高职专业教学资源库探条码

技术及应用课程资源建设 

【作    者】谢艳梅; 

【单    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文中从物流信息技术专业国家

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背景入手,探讨了《条码技

术及应用》课程资源建设,提出了《条码技术

及应用》的课程建设整体思路、课程资源建

设思路、内容和初步成效,以实现建立优质、

高效的共享型教育资源库,推进教学质量的

全面提升。 

【年】2017 

【期】05 

 

18/28 

【题    名】浅谈案例教学法在物流管理教

学中的运用 

【作    者】王要玉; 

【单    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案例教学法是新课改下学校教

学的重要方法,能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

化,使学生在具体的案例中了解理论知识以

及理论知识的应用方法。案例教学法凭借其

自身的优点受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视。文章从

案例教学法的相关概述入手,分析了物流管

理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意义及面临的问

题,并探索了案例教学法在物流管理教学中

的具体运用,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在物流管理

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年】2017 

【期】09 

 

19/28 

【题    名】基于第三方物流平台的高职国

际货运代理课程研究 

【作    者】何亿; 

【单    位】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商论 

【摘    要】国际货运代理是高职物流管理

专业核心专业课程之一,对于该课程,高校都

是基于传统国际货代行业来进行教学设计

的。笔者在多年工作经历和教学实践的基础

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要在第三方物流平台上

来展开教学活动,并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实践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若干思路,以

期对国际货运代理教学的创新能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年】2017 

【期】10 

 

20/28 

【题    名】新工科的核心能力与教学模式

探索 

【作    者】周开发;曾玉珍; 

【单    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图书馆; 

【文献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摘    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促使工

程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变革。"新工科"改革倡

议正是我国工程教育面对《中国制造 2025》

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工业 4.0的核心内容包

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三大主题

和大数据分析、自主机器人、模拟、水平和

垂直系统集成、工业物联网、网络安全、云

计算、增材制造、增强现实 9 项先进技术。

未来工程领域将在可持续发展、计算能力、

大数据、互联网与物联网、纳米技术和 3D

打印材料、跨学科合作方面呈现新的趋势。

为了适合新工业革命与工程发展的新趋势,

针对网络一代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当前我国

新工科教学宜采用合作学习、整合教育技术、

创建虚拟学习环境、跨学科协同合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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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科研、促进师生互动、实践...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

项目“云教育环境下学习模式变革研究与实

践”(BIA150104);; 

重庆市教委研究生教改一般项目“基于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庆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yjg133084);重庆市教委本

科教改重大项目“基于‘四个核心能力’的

高等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131011) 

【年】2017 

【期】03 

 

21/28 

【题    名】浅谈胡格教学模式在中职物流

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张奕婷; 

【单    位】广东省高新技术技工学校;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本文基于德国先进的职业教育

理念,借鉴胡格教学模式,通过分析目前中职

物流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胡

格教学模式下改进物流专业英语教学的建

议,以期为中职物流专业的教学提供一些借

鉴和启示。 

【年】2017 

【期】13 

 

22/28 

【题    名】应用情景模拟法创新《采购管

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曾秋梅;张义伟;王艳; 

【单    位】红河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时代金融 

【摘    要】《采购管理》是物流管理专业

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基于采购管理在实

践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当前学生学习能力现

状,尝试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应用于《采购

管理》课程中。通过对两届学生的实际教学

应用,证实情景模拟法在《采购管理》课程教

学改革中是有效的。 

【年】2017 

【期】12 

 

23/28 

【题    名】项目教学法在物流实训教学中

的应用 

【作    者】万娴; 

【单    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项目教学法源于西方的"项目

制",在其高职院校取得了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实用价值较高,在调动学生主动性,师生协同

教学上颇具功能,对改善教学模式、氛围,提

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职业能力作用显

著。项目教学法建立在真实情境的基础上,

对学生能力提升方面独有建设,是高职物流

实训中实效性很强的教学方法。本文阐述了

项目教学法的概念,介绍了应用项目教学法

的前提,基于此,提出了项目教学法在物流实

训教学中的应用措施,希望对高职物流实训

教学有所启发和帮助。 

【年】2017 

【期】08 

 

24/28 

【题    名】冷链物流校内综合实验实训项

目的构建 

【作    者】王身相; 

【单    位】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系; 

【文献来源】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摘    要】冷链物流管理实验实训教学是

冷链物流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冷链物流实

验实训项目的构建主要以冷链物流过程、冷

链物流产品类别、冷链物流设备和技术及冷

链物流产品质量控制为出发点,设计冷链认

知、冷链基础知识、冷链设备、信息技术、

人员防护、流程操作、综合运营实训等 7个

环节,55个实验实训项目,项目的设计涵盖了

制冷保温、物流、冷链、食品安全、财经管

理等专业内容,满足了冷链物流管理校内实

践教学需要,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培养

奠定操作技术基础。 

【年】2017 

【期】02 

 

25/28 

【题    名】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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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邓攀; 

【单    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市场 

【摘    要】目前我国的物业行业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不管是物流技术、

资金装备,还是物流管理人才上都存在差距。

因此,必须加强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创新传统

的物流管理教学模式,为市场培养出更加符

合市场要求的物流管理人才。文章分析了高

职物流专业教学进行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出

了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的现存问题,研究

了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策略。对物流管理

专业教学改革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

借鉴价值。 

【年】2017 

【期】12 

 

26/28 

【题    名】应用型大学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专业“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设 

【作    者】王景敏; 

【单    位】钦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摘    要】当前,应用型大学物流管理与工

程类专业"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在团队结

构、团队捆绑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均取得积

极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团队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捆绑机制有待建

立健全、校企合作有待实质推进等。基于此,

本文提出优化教学团队成员结构、建立(健

全)教学团队捆绑机制等改进路径,以期为打

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实现团队成员

"三种捆绑"和校企合作"两种捆绑"提供借鉴。 

【基    金】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

目“应用型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构建与实践”(编号:2016JGA354);; 

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用型本

科与中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以钦州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编号:2016QYZGZ01) 

【年】2017 

【期】12 

 

27/28 

【题    名】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应用型

物流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作    者】王强;李雯;李荣;赵雨旸;韩春

强; 

【单    位】黑龙江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 

【摘    要】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现代物流业将会更加被重视并迅速得以发

展。目前,既懂工程技术,又有物流管理技能

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文章分析了

我国高等学校物流工程本科专业办学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基于 OBE理念从应用型本科

物流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建设、课程体

系配置、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对应用型

物流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讨。 

【基    金】黑龙江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

工程项目(JGZX201305) 

【年】2017 

【期】02 

 

28/28 

【题    名】高校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研究 

【作    者】贺伟; 

【单    位】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技术 

【摘    要】通过分析目前高校港口物流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

建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三个原则,

即系统性原则、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的原则、实验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构

建了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结

合目标体系的实现构建了内容体系;从组织

管理、制度管理和运行管理三个方面构建了

管理体系;从校内实验室建设、校外实习基

地建设、实验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四个方面构建了条件保障体系;最后港口物

流专业实践教学的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实验

中心工作评价、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 

【年】2017 

【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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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返回栏目导读 

1/23 

【题    名】优化《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郑东; 

【单    位】贵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价值工程 

【摘    要】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电

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专业课程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更加重视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

量及学习兴趣,并促进学生在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共同发展。

本文对学生中心教学模式、多元化教学模式

以及人才协同培养教学模式进行了具体的

探讨。 

【基    金】贵阳学院校级教改课题,“优化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课程教学模式研

究”,项目编号:201502451 

【年】2017 

【期】16 

 

2/23 

【题    名】基于企业真实项目情境下的电

子商务专业教学研究 

【作    者】肖丽平; 

【单    位】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商贸

系; 

【文献来源】通讯世界 

【摘    要】电子商务近几年发展迅猛,体现

出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社会上大量企业

缺少电商人才。但同时又有很多企业反映大

量的电商毕业生进入企业无法立即上手,不

具备相应的专业操作技能等。基于电子商务

专业自身的特点,高职以及应用型本科的电

子商务专业教学应该在企业的真实情景下

去进行,甚至在课堂上引入真实的电商项目,

以使学生尽快地掌握实用技能,适应社会的

快速发展。 

【基    金】肖丽平主持的高等学校重点调

研项目课题“河南省生鲜农产品“O2O+反

向 C2B”模式研究(17A630056) 

【年】2017 

【期】10 

 

3/23 

【题    名】CDIO 工学教育模式视域下的

网络营销课程教学改革 

【作    者】山少男; 

【单    位】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电子商务 

【摘    要】网络营销是电子商务专业核心

课。将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与网络营销课程

教学改革有机结合,构建适应于高职高专院

校的"分级项目驱动,教、学、做、创一体"

的网络营销课程教学体系,实施了网络营销

课程的改革和创新。本文通过对网络营销课

程教学改革,增强学习对该课程的学习热情,

为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技能型电子商

务人才奠定基础。 

【年】2017 

【期】05 

 

4/23 

【题    名】探讨物流实践教学在电商创业

中的应用——以广东理工学院为例 

【作    者】吴爱萍;刘香进; 

【单    位】广东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互联网+等概念的提出使得高校

大学生激情四射,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加入

电商创业的行列。文中主要以探讨物流实践

教学在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中的具体应用,

以及电商创业项目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的帮助和作用。 

【年】2017 

【期】05 

 

5/23 

【题    名】电子商务案例分析课程小组教

学法探讨 

【作    者】古嘉儿; 

【单    位】珠海市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电子商务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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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课程实际教学中尝试新的教学形式的做

法。即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利用小组教学

法来改进和完善这门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年】2017 

【期】13 

 

6/23 

【题    名】“赛教结合、创业促学”实践

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黄丽芬;刘道敬; 

【单    位】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州工商

学院; 

【文献来源】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赛教结合、创业促学”实践

教学模式,有利于缓解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和专业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建设该模式

需要从人才目标、管理制度、教学计划和师

资建设四个方面来开展,根据教学实际以教

学、竞赛、创业递进的方式可以实践这一模

式。 

【年】2017 

【期】02 

 

7/23 

【题    名】基于翻转课堂的“跨境电子商

务”课程教学研究 

【作    者】郭建芳; 

【单    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改革与开放 

【摘    要】近年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我

国各类高校中不断被推广。本文根据翻转课

堂的设计理念,对"跨境电子商务"这门新兴

课程进行教学研究及设计。基于翻转课堂的

特点,在"跨境电子商务"课程教学中改变传

统教学方法,对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

过程进行重构和设计,为学生提供引导性的

课程学习安排。教学设计合理与否直接关系

到翻转课堂成功与否,期望通过翻转课堂的

设计为"跨境电商课程"的深度学习带来显

著的效果。 

【基    金】2015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和课堂教学改革项目 kg2015866“翻

转课堂在‘跨境电子商务’课程中的应用研

究——以‘Aliexpress平台’为背景” 

【年】2017 

【期】08 

 

8/23 

【题    名】基于校企合作的电子商务教学

改革研究 

【作    者】焦建红;刘淑静;侯建华; 

【单    位】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才智 

【摘    要】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电

子商务专业的教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

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不能满足现代电

子商务企业的需要,亟需根据行业企业的需

求进行课程体系的调整和专业建设的改革。 

【年】2017 

【期】12 

 

9/23 

【题    名】基于 VR技术的电子商务实验

教学应用研究 

【作    者】黄春燕; 

【单    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福建电脑 

【摘    要】随着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多

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应

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发生了变化,VR 技术

的出现给电子商务购物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也给电子商务学科的实验教学带来可全新

的教学模式。本文首先介绍了 VR技术的特

征,研究了 VR 技术在高职电子商务实验教

学中应用的优势。 

【基    金】基金来源:虚拟现实技术在电

子 商 务 商 品 展 示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SZYYB201605) 

【年】2017 

【期】04 

 

10/23 

【题    名】基于互联网+教育的高职电子

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吴荣梅; 

【单    位】淮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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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电子商务 

【摘    要】电子商务专业教学具有内容更

新快、技术性强、突出实践性等特点,而传统

教学已难以跟上知识经济时代对电子商务

专业发展的要求,严重制约着学生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无法充分满足对学习性和创新性

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要求。互联网教育的本

质力求在"师生分离"的情况下,充分利用 IT

技术和互联网优势,创建基于云平台的网络

教育体系,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变革和

颠覆重塑,为"教"与"学"创建更为有效、新颖

的模式,让高等职业教育变得更为简捷、高效。

通过构建"互联网+教育"平台,形成电子商务

专业教学体系改革,是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

行创新、变革和重塑。 

【基    金】安徽省质量工程《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项目编号,2015gxk099 

【年】2017 

【期】04 

 

11/23 

【题    名】基于创业的技工院校电子商务

专业实践教学思考——以襄阳技师学院创

业实践基地为例 

【作    者】李鄂; 

【单    位】襄阳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职业 

【摘    要】本文阐述了技工院校网上创业

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了创业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尝试探索将网上创业教学与学生自

主创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基    金】(课题编号 XYZJXH2016020)

研究成果 

【年】2017 

【期】11 

 

12/23 

【题    名】基于 Unity3D的跨境电子商务

科普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作    者】曹星旗;陆后军;苌道方; 

【单    位】上海海事大学; 

【文献来源】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文中首先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系

统的科普与教学方面的不足,分析了虚拟现

实技术的优势与特点,提出基于虚拟现实技

术的跨境电商科普系统的实现方法。其次,

以Unity3D为系统开发平台讨论并且实现了

跨境电商科普系统中的关键技术。此系统中

用户以不同的角色体验跨境电商流程中购

物、处理订单、仓储、海关的各个环节,具有

交互性、沉浸感强等特点。 

【基    金】“解码跨境电子商务”3D交互

教具制作与推广,项目编号:16DZ2340400 

【年】2017 

【期】04 

 

13/23 

【题    名】“项目管理办公室”走进课堂

——数据化营销课堂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 

【作    者】钱嫄; 

【单    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电

商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 

【摘    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

务专业虽然在 2016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十

三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但人才培养之路任

重道远。数据化营销作为电子商务专业运营

方向的必修课,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

成效、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急需解决的问

题。 

【年】2017 

【期】08 

 

14/23 

【题    名】电子商务课程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教学研究 

【作    者】赵慧; 

【单    位】锦州医科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

用与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商务发展的主要

形式。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但电子

商务及其课程教学本身所具有特质,使其面

临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电子商务课

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理念,并进行了解析,

以期对电子商务课程教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年】2017 

【期】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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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题    名】案例分析在电子商务教学中的

应用 

【作    者】张金松;陈燕; 

【单    位】大连海事大学; 

【文献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结合多年教学授课经验发现,

在电子商务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分析,对构

建教学知识体系、提高教学效果有显著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了电子商务教学过程中的难

点,设计出电子商务课程案例教学方法与内

容,以期提高电子商务教学效果。 

【年】2017 

【期】13 

 

16/23 

【题    名】以课赛融通为抓手  探索电商

人才培养新路 

【作    者】祝维亮;严从; 

【单    位】江西工程职业学院电商学院; 

【文献来源】职教论坛 

【摘    要】随着各级各类大赛的深入推进,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如何将常规

教学和技能竞赛有效衔接这一重要课题。江

西工程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从 2015 年开

始,以职业竞赛为突破口,探索体现本校特色

的"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

促改"教学模式,构建由"课赛融通"到创新创

业发展的育才新模式。 

【基    金】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课题“基

于创新创业导向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编号:JXJG-16-75-2),

主持人:万文静 

【年】2017 

【期】09 

 

17/23 

【题    名】虚拟企业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

组织框架及运行体系研究 

【作    者】侍晓雅;温德成;王红刚; 

【单    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昌吉学院

经济管理系; 

【文献来源】时代经贸 

【摘    要】随着经济信息的日趋全球化,

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电子商务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角

度出发,许多高校的管理学相关专业相继开

设了《电子商务》课程。作为管理学的重要

专业之一,虚拟企业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组

织框架及运行体系成为了教学研究的一个

重点。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整理了虚拟

企业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框架选择

模式、电子商务企业的运行模式,提出了建立

虚拟企业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伙伴协同关

系的范式。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果对电子商

务教学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    金】昌吉学院教务处教学研究项目

《虚拟企业环境下电子商务教学内容体系

研究》(13jyyb011)的成果之一 

【年】2017 

【期】09 

 

18/23 

【题    名】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学生

专业兴趣与能力培养探析——基于《网络营

销》课程视角 

【作    者】刘莉琼; 

【单    位】武汉商学院商贸物流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以本科教育

为主体、以应用性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的一

种新兴高校。文章主要围绕武汉商学院电子

商务专业《网络营销》课程在学生专业兴趣

和能力培养方面展开论述。最后提出结论和

建议:提高效率,鼓励碎片化学习;明确兴趣,

突出专业特长;学做融合,组建教学团队;校

企合作,积累实战经验。 

【年】2017 

【期】06 

 

19/23 

【题    名】新常态下的《电子商务物流管

理》课程教学改革 

【作    者】高伟; 

【单    位】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 

【文献来源】高教学刊 

【摘    要】《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是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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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专业的专业和核心课程。随着电子商务

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和企业对应用型

和技能型物流人才教育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针对教学方法手段单一、实践教学环

节薄弱等问题,结合电子商务物流岗位的实

际需求,对《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课程教学改

革进行了分析,提出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定

位、针对岗位需要的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模

式的设计与创新等举措,提高了"电子商务物

流管理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基    金】四川农业大学教改项目“项目

名称: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电子商务物

流 管 理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探 索 ” ( 编

号:X2014020) 

【年】2017 

【期】06 

 

20/23 

【题    名】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跨境电子

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应用 

【作    者】邓志超; 

【单    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商论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世界经济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对跨境

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

国内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专业性人才

的重要单位之一,在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培

养工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当下,国内大

多数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都开

设了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文通过研究高职

院校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教学中所存在的

问题,基于产教融合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课

程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对国内

高职院校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模式的转

变起到参考作用。 

【年】2017 

【期】09 

 

21/23 

【题    名】电子商务专业云空间教学资源

库构建研究 

【作    者】欧阳红巍;潘果;龚芳;孙晓庆; 

【单    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中国培训 

【摘    要】本论文从建设内涵、建设思路

及建设内容三个方面尝试构建基于"Rose"

的集 B2C与 B2B于一体的云空间教学资源,

尝试通过专业资源库建设提升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专业社会服务能力。 

【年】2017 

【期】06 

 

22/23 

【题    名】基于“三创”导向的应用型本

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作    者】尹志洪;杜晖; 

【单    位】武汉商学院; 

【文献来源】电子商务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

商务给创意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宽广的舞

台,而创意创新创业(以下简称"三创")也为电

子商务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二者的结

合将促进新业态的形成、加速社会经济的发

展。如何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实现二者的结合

呢,本文从"三创"的能力要求及当前应用型

本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出发,提

出了基于"三创"导向的应用型本科电子商

务人才培养的思路及模式,希望对应用型高

校电子商务教育发展有所帮助。 

【基    金】2015年武汉市教育局重点教学

研究项目《基于“三创”导向的应用型本科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研究——以武汉商学院

为例》(编号:2015014);; 

2016年武汉商学院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创新

创业导向的应用型本科电子商务课程体系

构建研究》(编号:2016N001) 

【年】2017 

【期】03 

 

23/23 

【题    名】高职外贸类专业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的创新与实践——以嘉兴南洋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作    者】鲁鸿雁;叶灵芬; 

【单    位】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嘉兴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办; 

【文献来源】电子商务 



 

 67

【摘    要】近几年随着国际贸易形势转变,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行业企业在开展跨

境电子商务业务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跨境电

商人才短缺和流失严重的问题。嘉兴南洋职

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实务专业通过跨境电

商类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产教深度融合"园

中校"现场培养新型跨境贸易人才、形成互

联网趋势下的跨境贸易产业链和专业群协

同发展、完善具备生产性和工学结合功能的

校内外实训教学基地等方面做了创新与实

践,寻找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跨境

电商人才,为企业培养和留住可用的跨境电

商人才的有效途径;解决产业面临的跨境电

商人才流失和紧缺的难题。 

【年】2017 

【期】03 

 

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46 

【题    名】  地方普通高校《化工设计》

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 

【作    者】  周民杰; 

【单    位】  湖南理工学院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针对《化工设计》课程知识

面广、工程实践强等特点,本文以学生参加化

工设计大赛来推动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展示

了该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同时也指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对策。 

【年】  2017 

【期】  06 

 

2/46 

【题    名】  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路径探讨 

【作    者】  肖芃颖; 

【单    位】  重庆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当代化工研究 

【摘    要】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是新时期

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是高校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核心任务。文章结合重庆理工大

学化学化工类专业本科教育教学实际状况,

分别从教育教学理念、教学课程体系、教育

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管理模式等4个方面对新

时期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路径进行了深

入探讨,详细阐述了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方法,为提升化学化

工类人才培养综合能力,以及指导普通本科

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等提供了理论参考。 

【年】  2017 

【期】  03 

 

3/46 

【题    名】  利用翻转课堂法对化工类课

程的教学改革 

【作    者】  袁丽娜;陈华君; 

【单    位】  铜仁学院大数据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盐化工 

【摘    要】  在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下,

翻转课堂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数字资源

结合,为教育改革和数字化增加新能量,在提

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教学效果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介绍了翻转课堂的概念、

改变以及对化工类课程教学改革的影响。 

【基     金】   贵州省联合基金项目

(7487[2014]);; 

贵州省教学改革项目(2014SJJGXM003) 

【年】  2017 

【期】  02 

 

4/46 

【题    名】  基于生活案例的化工原理课

堂教学 

【作    者】  秦正龙;黄芳敏; 

【单    位】  江苏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论坛 

【摘    要】  化工原理是化工类专业最重

要的一门工程技术基础课程之一,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和工程性。针对目前化工原理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

践经验,提出了基于生活案例的化工原理课

堂教学方法,突出教学的趣味性、思考性,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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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化工原理

课程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年】  2017 

【期】  05 

 

5/46 

【题    名】  OBE工程教育理念与化工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作    者】  郑大锋;陈砺;王秀军; 

【单    位】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为了推动化工专业实践教学

的工程教育改革,首先列举了传统化工专业

实践教学的现状,并从 OBE 理念的特点和

OBE 理念下课程体系设计原则出发,对化工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展开研究。以华南理

工大学化工专业实践教学为例,分析了课程

体系的改革应从行业需求、学习主体和持续

改进 3个方面进行,为构建 OBE理念下的实

践教学体系提供指导。 

【基    金】  2016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研究性教学体系在化工原理教

学中的构建研究”(奥教高函[2016]236G47);; 

2016 年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

目“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的化工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

(gj2016006);; 

华南理工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2JWG 

Y9160790) 

【年】  2017 

【期】  05 

 

6/46 

【题    名】  “化工设备认知与制图”课

程教学资源库的更新与建设 

【作    者】  陈秀萍; 

【单    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

系;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当前,互联网时代的便捷和国

内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的推进,纵观课程资

源库建设,传统的资源库中的资源一般按照

文本、PPT课件、动画、音视频、虚拟实训、

仿真软件、高清图片、企业案例、趣味文献、

在线练习等分门别类,这样的资源可能有需

要的教师或社会学习者会去下载,而学生等

人很少或几乎没有动力去资源库学习,所以

各院校教师建设的课程资源库多闲置而少

有问津。 

【基    金】  吉林省教育厅 2016 年度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

批准号:2016ZCY064 

【年】  2017 

【期】  13 

 

7/46 

【题    名】  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探索精细

化工课程教学方法 

【作    者】  周国云;何为;唐先忠;李元勋; 

【单    位】  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

电子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精细化工课程教学涉及到的

精细化学品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其包含的知

识点不可胜数。本文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经

验,根据精细化工产品的特点,通过合理选择

教学内容、引入科学教学方法和思路、以及

探索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的可行性等,分析学

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总结一

套针对精细化工课程着实有效的教学方法。

通过前期应用,本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年】  2017 

【期】  05 

 

8/46 

【题    名】  化工原理中常用工程方法研

究 

【作    者】  秦正龙; 

【单    位】  江苏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摘    要】  化工原理是化工及其相关专

业十分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技术课程。化工

原理课程中最为常用的两种工程问题研究

方法是实验研究法和数学模型法,教学中需

要对这两种方法的步骤、成败关键、实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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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比。掌握这些方

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基    金】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

程资助项目(PPZY2015B110);;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教学课题资助项目

(JYY201409) 

【年】  2017 

【期】  05 

 

9/46 

【题    名】  信息技术与化工教学深度融

合方法探讨 

【作    者】  白雪; 

【单    位】  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风 

【摘    要】  陕西省教育厅于 2012 年 7

月讨论通过了《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2011-2020 年)》,自此把“教育信息化

建设工程”列为十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在

过去的五年中,我校根据该计划,并结合实际

情况,逐步推进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积极引

导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的融合与创新。本

文以《化工原理》课程为例,从教育思想创新、

教学模式改革和教育平台完善三个方面对

其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如何与信息技术有机

融合进行了探讨。 

【年】  2017 

【期】  08 

 

10/46 

【题    名】  化工原理课程智慧课堂的研

究与实践 

【作    者】  张俊梅;段振亚;李红海;王英

龙; 

【单    位】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青

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高等教育 

【摘    要】  为了提高化工原理课程的教

学质量,我们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充分利用

"多媒体+",把多媒体教育信息技术、先进的

教学模式与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丰富教

学内容和手段,打造高效的智慧课堂。实践表

明,生动、形象的教学视频能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精心设计的案例教学环节有助于

师生的互动交流,成果展示可提升学生的表

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利用智慧课堂补充

传统课堂是推动学生有效学习的重要手段。 

【基    金】  2015年青岛科技大学教改项

目“自动化相关专业化工原理课程内容改革

及翻转课程开发”和“过控专业实践教学模

式及运行机制的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2 

 

11/46 

【题    名】  化工热力学双语教学的改革

探索 

【作    者】  王维;李香琴;兰忠;吴雪梅;

于志家;刘定胜; 

【单    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

命学部;大连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高等教育 

【摘    要】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工科专业

的基本要求。化工热力学是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的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担负着由理

学向工学过渡的特殊使命。笔者根据多年从

事化工热力学双语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从

教材选择、教学内容与方法和考评方式等方

面,分析了化工热力学双语教学的特点及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双语教学质量的建

议。文章包括化工热力学的基本方法、以应

用为目的的教学内容优化、化工热力学中的

数学方法、英语在化工热力学教学中的作用

和多样化的考评方式等诸多方面,以飨读者。 

【基    金】  大连理工大学课程建设基金

项目资助 

【年】  2017 

【期】  02 

 

12/46 

【题    名】  以应用型化工人才为培养目

标的物理化学课程改革与实践——以钦州

学院石油与化工学院为例 

【作    者】  王爱荣;石海信;晁会霞;王芸; 

【单    位】  钦州学院石油与化工学院广

西高校北部湾石油天然气资源有效利用重

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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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物理化学是化工类专业本科

生的主干基础课程,在大学化工类本科专业

课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学生

普遍感觉难学的一门课。为提高物理化学教

学质量,本文对物理化学课程进行了探索和

改革,为应用型化工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基    金】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2016JGA356);; 

钦州学院校级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16QYJGB21) 

【年】  2017 

【期】  08 

 

13/46 

【题    名】  基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化工原理实验教学探索与改革 

【作    者】  杨培培;陈惜明;陈菲菲;朱秋

实; 

【单    位】  淮北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 

【文献来源】  高师理科学刊 

【摘    要】  围绕化工类专业创新性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分析了当前化工原理实验

教学过程的问题和不足,认为转变传统教学

观念,改革实验课程考核方法,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优化教学方法是推进化工原理实验教

学改革的重要措施,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应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基    金】  淮北师范大学校级教改课题

(jy15132) 

【年】  2017 

【期】  04 

 

14/46 

【题    名】  化学化工类有机化学课程考

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  黄玲;钟世安;刘艳飞; 

【单    位】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大学化学 

【摘    要】  当前理工科院校有机化学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课程考试三者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而课程考试作为高校考查学

生是否达到教学要求的一种基本评价方式,

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为了保证教学

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针对有机化

学课程考试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进行

了改革和完善。 

【年】  2017 

【期】  04 

 

15/46 

【题    名】  计算模拟在化工原理精馏实

验教学中的运用 

【作    者】  梁亮;杨雄霖;陈瑞;庄杭坡;

史博; 

【单    位】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化工原理实验是化工原理课

堂理论消化吸收的重要实践课程。然而局限

于验证课本理论的操作性实验具有单一性,

不利于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本文通过指导

学生运用模拟软件对化工原理精馏实验工

艺过程模拟优化、故障诊断模拟分析、仿真

开发等手段对化工原理实验装置运行进行

操作,使学生在过程中工程能力得以形成,并

对专业学习产生更多的学习兴趣。总体而言,

本次改革不仅将模拟计算综合运用到化工

原理实验教学中,提高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还在化工原理实验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改进

后的实验设备具有运行成本低、数据重复性

强、耗时短的优势。 

【基    金】  项目名称:化工原理实验教

学模式改革探究——计算模拟在实验教学

中运用 

【年】  2017 

【期】  12 

 

16/46 

【题    名】  化工原理课程中多种教学方

法的运用 

【作    者】  秦正龙; 

【单    位】  江苏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化工原理是化工及其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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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在化工原理教

学过程中,适时灵活地巧用数学定律、图解法、

类比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过程本质的理解,突破

知识的重点和难点,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8 

 

17/46 

【题    名】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的

农业院校化工原理立体实验教学体系构建 

【作    者】  杨敏;龙海涛;蒲陆梅; 

【单    位】  甘肃农业大学理学院; 

【文献来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摘    要】  化工原理实验是农业院校教

学实践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工原理

理论教学的继续和延伸。为了进一步提高化

工原理课程教学效果,本文分析了农业院校

化工原理实验教学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化

工原理立体式实验教学理念,构建了立体实

验教学体系。该体系注重训练学生创新思维,

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 

【基    金】  甘肃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

《农业院校应用化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

改革与实践》(GSAU120108),甘肃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教学团队 

【年】  2017 

【期】  02 

 

18/46 

【题    名】  科研成果在化工专业教学中

的应用 

【作    者】  杜刚;杨聪; 

【单    位】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技术与市场 

【摘    要】  为了强化学生的化工实验操

作技能,强化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探索

将科研成果与教学有机结合的途径,并探讨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措施与评价体

系的建立。 

【基    金】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立项课题“高职院校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模式与实践研究”(课

题批准号:SGH16V040) 

【年】  2017 

【期】  04 

 

19/46 

【题    名】  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 

【作    者】  梁克中;黄美英;赖庆柯; 

【单    位】  重庆三峡学院环境与化学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工类专业

的核心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化学反应工程

基础、强化工程分析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本文阐述了根据化学反应工程课程的

学科特点,通过在课程教学中进行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革,加强教

学管理等方法,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为目标,

为化学反应工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基    金】  重庆市教委项目“应用型本

科院校化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

优化研究与实践”(1203047);; 

重庆三峡学院项目“转型发展应用性化工人

才“术素交替”课程体系研究”(2015104)

资助 

【年】  2017 

【期】  08 

 

20/46 

【题    名】  建立与科研相结合的化工专

业实验开放式教学模式 

【作    者】  陈翠雪;洪金庆;叶美玲; 

【单    位】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工程与生物工程系;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为提高化工专业学生的工程

意识及创新能力、更好地掌握先进的前沿研

究技术,化工专业实验教学整合科研资源,与

科研良性结合,探索出科研与教学实验相结

合的创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技能

和综合素质,而且提高了实验教学的整体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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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04 

 

21/46 

【题    名】  化学化工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建设与实践 

【作    者】  龚成斌;彭敬东;马学兵;王强;

张浩;何荣幸;申伟; 

【单    位】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中心;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中心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结合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的发展需求,以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深入开

展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构建以方法为

中心、分层次、模块化、共享的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体系,建成能提供界面友好、人机和谐、

功能先进的网络资源共享平台。 

【基    金】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162010);; 

西南大学实验技术研究项目(SYJ2016001);

西 南 大 学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2015JY019,2014JY089,2014JY087) 

【年】  2017 

【期】  04 

 

22/46 

【题    名】  计算机技术在化工设计中的

应用 

【作    者】  赵永华;周艳军;齐平;王欢;

陈国伟; 

【单    位】  辽宁工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摘    要】  从工艺计算、图纸绘制、设

备选型等角度,阐述了计算机在化工设计中

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化工设计教学过程中,

应强化学生相关软件的实践应用能力,为培

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化工工程师奠定基

础。 

【基    金】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 编

号:UPRP20140483);; 

辽 宁 工业 大学 2016 年 教 改立 项 (编

号:2016017,2016021) 

【年】  2017 

【期】  07 

 

23/46 

【题    名】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实施 

【作    者】  王轶敏; 

【单    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教育研究 

【摘    要】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四

对接、四层次、两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施策略:职业技术素质教育贯穿始终;课程体

系设置模块化,实践技能培养递进式;技术技

能课程与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项目化对

接;师资队伍构成多元化,素质提升常态化;

校企合作是有力手段;专业文化建设至关重

要。 

【基    金】  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四

对接、四层次、两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2015ZCY196);;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吉林

省高职教学质量提高策略研究”(项目编

号:GH14581) 

【年】  2017 

【期】  04 

 

24/46 

【题    名】  高职《化工原理》微课程的

开发与应用研究 

【作    者】  王雪莹; 

【单    位】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微课作为"互联网+"时代的

新兴产物,在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中已

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分析微课程在《化工原

理》课程教学中的必要性,探讨《化工原理》

微课程在教学设计、制作与开发、教学应用、

教学评价、资源共享与交流平台的建设、开

发团队的建设等六方面的研究,形成《化工原

理》课程科学合理的完整体系,增强课堂教学

新模式,对高职学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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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年】  2017 

【期】  07 

 

25/46 

【题    名】  基于 PETP-CDIO 模式的高

职化工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作    者】  文家新;刘云霞; 

【单    位】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

与制药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从现代化工企业对人才需求

和高职教育的特点出发,在对 CDIO 工程教

育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应用化

工技术专业特点及培养目标 ,提出了

PETP-CDIO 高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制订了基于 PETP-CDIO模式的职业

能力培养目标体系,构建了一体化的课程体

系,制订了实施方案,为培养具有化工产品

(Product)研发、工艺(Technology)流程设计、

化工设备(Equipment)维修与维护、生产过程

(Process)控制与管理等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

良好效果。 

【基    金】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改

项目(No:GZYJG1428) 

【年】  2017 

【期】  07 

 

26/46 

【题    名】  转型发展形势下《化工设备

设计基础》课改研究 

【作    者】  谢艳新;杨倩;陈恒;徐绍红; 

【单    位】  新乡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近年来为适应高校转型发展

需要,《化工设备设计基础》理论课时逐步被

压缩。为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工程技术能力,

科学合理地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与手段及考核评价方式进行调整是十分必

要的。实践表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对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工程实践能力以

及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效果,有效地提

高了学生的竞争力。 

【基    金】  新乡学院课程改革基金项目

(NO:XJGLXP2013-39) 

【年】  2017 

【期】  07 

 

27/46 

【题    名】  化工专业课程 Wiki 教学系

统的构建与应用 

【作    者】  张丽雷;张静晓; 

【单    位】  湖北民族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本文基于主动学习法、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和Wiki教学理念,建立了用于

化工专业课程的Wiki教学系统,提出一种新

的教学模式。通过评价发现所构建的教学模

式是一种兼具主动学习和互动式教学优势

的方法,并提出了改进方向。 

【基    金】  湖北民族学院教学研究项目

(2015JY019);湖北民族学院教学研究项目

(2016JY016) 

【年】  2017 

【期】  07 

 

28/46 

【题    名】  化工分离工程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 

【作    者】  王雪; 

【单    位】  西安石油大学;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  为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

将培养高等工程技术应用性人才当作目标,

面向较大化的岗位群,针对我国当前普遍的

化工分离工程课程的教学状况,在教学的内

容和方法上对教学改革以及实践效果展开

详细的介绍。 

【年】  2017 

【期】  04 

 

29/46 

【题    名】  图示教学法在化工原理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 

【作    者】  张建峰;朱学军;梁静;张洁婧; 

【单    位】  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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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本文在吉林省品牌专业生物

工程团队支持下,我们介绍的图示教学法在

化工原理教学中起到的作用,包括可以使错

综复杂的各种单元操作间的关系变得很清

晰易懂,可以使复杂的计算问题变的简单易

解,还可以使学生对从未见过的设备瞬间具

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可见,图示教学法

在化工原理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年】  2017 

【期】  07 

 

30/46 

【题    名】  化学反应工程课程在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中的作用 

【作    者】  张良佺;张蕴贤;李辉辉; 

【单    位】  浙江科技学院生物与化学工

程学院;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献来源】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  为了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

在化工过程开发时的创新能力,根据创新的

性质讨论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并在此

前提下分析了科学与技术的含义及区别;根

据创新的方法将创新分为原始创新、移植创

新和改进改造创新 3 种不同类型,分析三者

之间的区别,提出不同类型创新程度的定性

判别原则;根据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将化工

过程开发分为实验型和计算型 2 类课题,同

时将实验型课题细分为工艺、单元过程及分

析方法,将计算型课题细分为工艺计算、单元

模拟和计算方法研究。针对不同的细分领域

分别考察了可能的创新类型,并将有关创新

的概念、理论应用于多个化学反应器开发实

例,分析其创新性质及创新程度的判定。 

【基    金】  浙江科技学院重点建设课程

项目(F464103G02) 

【年】  2017 

【期】  01 

 

31/46 

【题    名】  项目驱动法在化工设备机械

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武海棠;张强;郑冀鲁;肖新敏; 

【单    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针对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

传统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将项目

驱动法应用于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的教学改

革,阐述了项目驱动法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

实施的意义及具体应用。结果表明,采用该法

教学可有效提高学生实践与应用能力,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基    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优

秀青年教师人才培育计划项目(无编号);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JY1503015) 

【年】  2017 

【期】  06 

 

32/46 

【题    名】  提升化工类本科生实践和研

究能力的设想 

【作    者】  张文挺; 

【单    位】  沈阳理工大学;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才市场竞争的

逐渐加剧和本科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如

何培养具有更强实践和研究能力的本科生

成为各大高校日益关注的课题。基于化工类

专业具有理论与实践联系较强的特点,在化

工类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以增加实践和研究

环节为思路,以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和研究创

新能力为目标,提出几点设想:前移实践研究

课程;建立全程导师制度;设置学期研究课题。 

【年】  2017 

【期】  06 

 

33/46 

【题    名】  《化工单元操作》课程实践

教学的改革研究 

【作    者】  牛秀红;郭欣桐; 

【单    位】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传统的化工单元操作课程实

践教学存在诸多弊端,有必要进行改革。文中

介绍了具体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即按照项目

化教学理念,采用任务驱动、能力递进的教学

方法和信息化教学手段,结合多年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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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法三个方面

进行了改革。经过改革,实现了化工单元操作

课程教学的理实一体化,真正达到了"学中做,

做中学,做中固、做中评"的效果。 

【基    金】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广

播电视大学 )科研发展基金资助 (编号

XJ201631) 

【年】  2017 

【期】  06 

 

34/46 

【题    名】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化工

类专业基础化学课程体系的研究 

【作    者】  沈国良;张静;侯玲;薛斌;张梨

黎;王晓兵;于大伟;孙洪涛; 

【单    位】  沈阳工业大学石油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化工时刊 

【摘    要】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把化工类专业基础化学中的无机化学、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课程作为一个整

体统筹优化,将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理体系及

教学内容进行精简、调整、创新,建立了适用

于化工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化学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后的基础化学课

程之间衔接合理、内容精干、减少重复、突

出应用,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内容有机衔接,

有利于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基本的

实验技能。 

【基    金】  辽宁省高等教育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辽教发[2012]130号);; 

辽宁省教育厅向应用型转变专业试点项目

(辽教发[2015]168号) 

【年】  2017 

【期】  03 

 

35/46 

【题    名】  高职院校化工类专业现代学

徒制实践——以黎明职业大学为例 

【作    者】  王晖;李大刚;陈晓玲;曾飞虎;

陈崇诚; 

【单    位】  黎明职业大学轻纺工程学院;

实用化工材料福建省高校应用工程技术中

心; 

【文献来源】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已成为化工职业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必然趋势。对高职院校化工类专业

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分

析,并以黎明职业大学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

例,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质量监督机制等

方面,对高职院校化工类专业开展现代学徒

制提出可采取的实践策略,从而培养出符合

岗位所需的高技术技能人才。 

【年】  2017 

【期】  01 

 

36/46 

【题    名】  面向化工设备维护岗位的项

目化教学探索与实践——以《化工设备》课

程为例 

【作    者】  张松斌; 

【单    位】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文献来源】  江苏教育研究 

【摘    要】  项目化教学是一种以典型产

品或服务为载体,让学习者在完成完整工作

任务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教

学模式。项目化教学能有效地培养学习者职

业能力,突显职业教育特色。文章以《化工设

备》课程为例,从正确选择课程内容、合理设

计课程项目和科学组织学习活动三个层面,

介绍了项目化教学探索与实践过程。 

【基    金】  江苏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课题“县域职校化工专业设置与化工园区

发 展 吻 合 度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D/2013/03/013/zzz15)研究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Z3 

 

37/46 

【题    名】  创新创业导向《现代生化分

离技术》课程改革 

【作    者】  叶茂;邓毛程;李静;刘慧平; 

【单    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食品

与生物技术学院广东高校特色调味品工程

开发中心;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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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高素质技能人才是当前高校教育改革

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高职《现代生化分

离技术》课程为例,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考核方式和师资队伍等方面探索

如何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

中,以期为高校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通过该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学生获得了创

新创业所需的部分核心知识和能力。 

【基    金】  全国生物技术职业教育教学

指 导 委 员 会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2016001JG);;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专项

资金项目(1A20201;1A10205) 

【年】  2017 

【期】  06 

 

38/46 

【题    名】  精细化工专业基于核心课程

的高职导师制教学实践 

【作    者】  吕路平; 

【单    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临江学

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导师制教学可以充分发挥教

师在教书育人中的作用,提升高职学生的专

业认识和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动力,突出其

个性特点,培养科研和创新能力,促进高职学

生的全面发展。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基于

专业核心课程进行高职导师制教学实践,并

进行相应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创新,发挥导师

制教学的最大优势,提高教学有效性,可充分

发挥学校与企业的优势,实现校企双方的共

赢,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 

【基    金】  浙江省 2015 年度高等教育

课堂教学改革项目《工学交替的导师制课堂

教学改革-以〈典型精细化学品小试技术〉

为例》(No:kg2015694);; 

2017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五位

视角的高职课堂教学诊断与改进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2017SCG031) 

【年】  2017 

【期】  06 

 

39/46 

【题    名】  化工仿真实训与化工原理实

验教学有机结合的探索 

【作    者】  毕研迎;张其坤; 

【单    位】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

料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化工原理是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主要讲授化工单元操作及其所用设

备结构原理,强调工程观点、定量计算、实验

技能和设计能力的训练,化工仿真实训无疑

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仿真实验教学

直观逼真,能显示生产过程的实时动态,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多年来的教学

实践证明,学生先仿真实训再做化工原理实

验,实操的出错率大大降低,实验成绩有了明

显提高。但仿真实验不能完全代替真实实验,

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基    金】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批准

号:ZR2013EMM004);;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批准

号:201610445058) 

【年】  2017 

【期】  06 

 

40/46 

【题    名】  化工过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模式探索 

【作    者】  靳满满;田文德;陈秋阳; 

【单    位】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针对化工专业实验中实验装

置体积大、流程复杂、物料和设备损耗大、

化学物料易燃和有毒等特点,自主研发了 20

余套化工专业实验教学虚拟仿真软件,并实

现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共享。按照虚实

结合、能实不虚的原则构建了高度仿真的虚

拟实验环境,提供了可靠、安全和经济的实验

项目。虚拟仿真实验实现了真实实验难以完

成的教学功能,提高了学生的计算动手能力

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1576143)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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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3 

 

41/46 

【题    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化工

设备机械基础》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徐艳;陈艳;李靖; 

【单    位】  徐州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翻转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能力、成果展示能力

以及知识迁移能力。《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素养以及建

立实际工程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本

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

用于该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对该教学模

式的应用探索,本文重点阐述了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总结和分析了该教

学模式下的教学效果及原因,提出了该教学

模式能否真正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年】  2017 

【期】  06 

 

42/46 

【题    名】  以就业为导向;探求高职院

校化工类专业设置 

【作    者】  李晓乐;张晓杰;秦凤婷;马春

玉;苏小莉; 

【单    位】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冶金化工

系; 

【文献来源】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阐述了当下高职院校高就业

率与招生困难之间的反差与矛盾,分析了低

就业力是矛盾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在人才培

养方案、教学内容选取、实训室建设与使用、

校企合作途径、技能大赛、教学质量监控建

设等教学的微观领域务实深化改革,强化有

效教学,以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

量,进而提高高职院校的知名度,助力招生的

具体应对措施。 

【年】  2017 

【期】  01 

 

43/46 

【题    名】  自主学习型软件在能源化工

实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张宁;张燕红;李琼; 

【单    位】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专业实验是能源化工学科的

一门重要课程,但是在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

重视程度不足、容易发生误操作、实验效率

低等问题。实验自主学习型软件具有教学目

标明确、教学手段多样、教学效率高等优点,

利用此新科技手段辅助实验教学,可以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实验的理解、提

高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5 

 

44/46 

【题    名】  计算机在化学反应工程教学

中的应用 

【作    者】  田慧英; 

【单    位】  集宁师范学院化学系; 

【文献来源】  化学工程与装备 

【摘    要】  化学反应工程课程中,涉及到

大量的数值计算、微积分运算及数学推导过

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反馈该课程学习

难度较大。本文根据化学反应工程的课程特

点,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和深化教学

内容、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为

目的,阐述了在化学反应工程教学中应用计

算机软件的必要性。文章以动力学计算为例,

应用 Excel和Origin两类软件将该部分内容

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巧妙的

利用这两类软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

解决相关工程实际问题。 

【年】  2017 

【期】  03 

 

45/46 

【题    名】  分层次、自选式“化工原理

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龙能兵;舒杰;李天华;董友仁; 

【单    位】  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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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

新能力,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实行分层

次、自选式的教学模式,即依托“化工原理实

验”教学网络平台,开设一系列不同层次的

“化工原理实验”项目,学生可根据专业能力

和兴趣爱好进行自由选择。该模式以学生为

主体,进行差异化教学,有利于学生业务素养、

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 

【年】  2017 

【期】  02 

 

46/46 

【题    名】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化工

分离过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  黄燕;谢颖; 

【单    位】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摘    要】  根据基于专业认证的"化工

分离过程"课程的特点及教学大纲的修订,笔

者提出了对该课程教学改革的见解,通过合

理组织教学内容、布置大作业、开设讨论课、

聘请外教专家教学讲座等教学改革方式,整

体优化了教学内容体系,拓宽了学生的国际

视野,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与专业素

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利于培养出具

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国际化化

工人才。 

【基    金】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成人教育

研究项目(Cj1508);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研究项目(215178);广东石油

化工学院青年教师发展研究项目(73090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国际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7) 

【年】  2017 

【期】  03 

 

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30 

【题    名】  PBL教学法在生物药剂学与

药物动力学实验教学能力提升中的探索性

研究 

【作    者】  程欣;马云淑;陈凌云;柯瑾;

张文平;刘娜;侯安国; 

【单    位】  云南中医学院中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南药学 

【摘    要】  目的 改革生物药剂学与药

物动力学实验教学方法。方法 以云南中医

学院 2013 级药学、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

业学生为考察对象,运用 PBL和 LBL教学法

对比研究教学效果。结果 研究显示 PBL教

学法在学生预习成绩及总成绩提高方面明

显优于传统的 LBL教学法。结论 PBL教学

法在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实验教学中

效果优于 LBL教学法,值得推广应用。 

【年】  2017 

【期】  05 

 

2/30 

【题    名】  药物分析课程创新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李乐;唐辉; 

【单    位】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目的探讨新形势下药物分析

课程的创新培养模式。方法建立药物分析科

技创新团队,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提高综合能

力。结果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取得

了较好成绩。结论科技创新团队的建立是创

新培养模式的体现。 

【基    金】  2016年石河子大学混合式教

学课程建设项目(BL2016050) 

【年】  2017 

【期】  09 

 

3/30 

【题    名】  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教

学改革——以西北民族大学天然药物分析

和分离课程为例 

【作    者】  康淑荷;刘娟丽;罗兴平; 

【单    位】  西北民族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目的探索培养民族大学学生

自主创新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方法在西北民

族大学天然药物分析和分离课程教学中,实

施翻转课堂结合以天然药物为主题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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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践教学模式。结果该教学模式提高了

民族大学不同层次学生对天然药物分析和

分离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自主思考

和自主创新能力。结论翻转课堂结合以天然

药物为主题的创新项目实践教学模式有助

于民族大学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培养。 

【基    金】  西北民族大学本科教学建设

项目(2015XJJG25-1001670123) 

【年】  2017 

【期】  09 

 

4/30 

【题    名】  浅谈高职高专生物制药技术

专业移动互联网学习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作    者】  王海霞;张玲珠;唐冬育; 

【单    位】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随着在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

发展,课堂边界已经覆盖到日常生活,学习者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深刻影响

到高职高专的教学改革。本文探讨在生物制

药技术专业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

化教学改革中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建设和

使用移动学习平台,目的是可以为其他课程

教学改革的移动互联网化提供借鉴。 

【基    金】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

二五”高等教育科研青年专项课题《基于工

作过程系统化的生物制药技术专业课程体

系开发的研究》(课题编号 14Q180) 

【年】  2017 

【期】  13 

 

5/30 

【题    名】  仪器分析课程教学中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践 

【作    者】  张玲;谢晓梅;汪电雷;程旺兴;

鲁嘉; 

【单    位】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摘    要】  <正>仪器分析是分析化学的

一个重要分支,是我国药学、中药学相关专业

规定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与药物分析、中

药分析、中药化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剂

学等专业课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好仪

器分析将为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仪器分析课程由于自身的特点,内容较

为枯燥和抽象,我 

【基    金】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

究项目(编号:2016jyxm0584);; 

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编

号:2015xjjy005) 

【年】  2017 

【期】  01 

 

6/30 

【题    名】  生物制药工艺学理论课教学

体会 

【作    者】  刘静;王海英;曾晓波; 

【单    位】  武汉大学药学院;中南民族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生物制药工艺学是生物制药

方向专业的主干课程。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

践,对武汉大学药学院本科生生物制药工艺

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进行一些尝

试,取得了较好一定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5 

 

7/30 

【题    名】  基于科研设计生物技术制药

教学实验的初探 

【作    者】  高炳淼;魏娜;钟霞;张小坡;

宋芸;张俊清;戴水平; 

【单    位】  海南医学院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下旬刊) 

【摘    要】  为了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制药

产业的快速发展,探索把科学研究项目的成

果转化为基本教学实验和创新性实验项目,

培养具备掌握生物技术制药企业所需的基

本必备实验技能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已成为生物技术制药课程的重要教学

目标。结合教学过程中的经验,阐述科研项目

转化为教学实验和创新实验的教学方式,具

体实施过程及其发现的问题,同时也为引导

学生较早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等方面探索

出了一条可行的策略。 

【基    金】  海南医学院教改课题重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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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HYZ201610) 

【年】  2017 

【期】  04 

 

8/30 

【题    名】  药物研发链与专业课程链相

融合的大药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作    者】  孙平华;颜海波;谭沛鸿;郭嘉

亮; 

【单    位】  暨南大学药学院;佛山科技

学院;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摘    要】  高校专业课程链的设计和实

施与我国药物研发、生产过程脱节是造成目

前“大药学”拔尖人才的培养无法与飞速发

展的制药工业相匹配的主要原因。以打造高

端人才、培养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和改善人才

结构及分布为重点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我国

大药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的前提,而

药物研发链和专业课程链相融合是中国大

药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的有效途径。

通过双链融合,可有效消除因专业课程和药

物研发脱节导致的人才培养失衡,提升高等

教育拔尖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与社会需求

的契合度。 

【年】  2017 

【期】  02 

 

9/30 

【题    名】  学生试讲法在药物分析课程

教学中的探索 

【作    者】  何春龙;张屏;王焕芸;王玉华; 

【单    位】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摘    要】  在药物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

探索“学生试讲法”,这种方法能促使学生积

极地投入到课堂教学活动和课下学习中,激

发自主学习的意识。学生由以前的“被动学

习”转变为“主动求知”,有利于学生学习兴

趣的培养,体现“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促

进教学相长。 

【年】  2017 

【期】  02 

 

10/30 

【题    名】  独立学院药物分析课程教学

模式探讨 

【作    者】  朱静; 

【单    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摘    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程,药品自研发、生产、质量控制、

流通以及临床使用等环节均涉及药物分析。

独立学院的学生有诸多特点,在教学过程中

单单依靠传统教学模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教

学效果。因而,积极引入新的教学模式,合理

地将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对提升药

物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十分重要。 

【年】  2017 

【期】  02 

 

11/30 

【题    名】  基于“翻转课堂”的药物分

析学新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作    者】  吴虹;孙亮亮;王丹;张云静;

周安;张勇; 

【单    位】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安

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系; 

【文献来源】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 

【摘    要】  从教学模式设计、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价 3个方面探讨新

型药物分析学的混合教学模式的构建,以提

升课堂中学生的参与度和自主学习能力,改

变药物分析学以传统授课为主的教学形式,

为混合教学模式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参考。 

【年】  2017 

【期】  02 

 

12/30 

【题    名】  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探讨 

【作    者】  朱影影;金齐武;叶六平; 

【单    位】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淮南市

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文献来源】  内江科技 

【摘    要】  药物分析课程是药学专业的

一门专业课,本文旨在探讨药物分析的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实验教



 

 81

学、考试与考核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与

创新,提高学生自主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

应新形势下对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基    金】  安徽省教育厅教学团队项目

“药学教学团队”(2014jxtd056) 

【年】  2017 

【期】  04 

 

13/30 

【题    名】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下的

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及探索 

【作    者】  张海丰;滕云;滕坤;臧皓; 

【单    位】  通化师范学院制药与食品科

学学院;通化县三棵榆树镇中心小学;通化师

范学院; 

【文献来源】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  本文从任务引领式教学模式

的兴趣导入、提出任务、操作练习、课堂练

习和评价小结等五大方面,分析了药物分析

课程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下教学改革

的思路,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提供

参考. 

【基    金】  通化师范学院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课题(JY2016022) 

【年】  2017 

【期】  04 

 

14/30 

【题    名】  论制药工艺项目质量的控制 

【作    者】  孙超; 

【单    位】  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文献来源】  黑龙江科技信息 

【摘    要】  随着我国制药行业的迅猛发

展,民众对于药品的质量更加关心,但是还是

有不少的黑心商贩制售假药,如甲氨蝶呤注

射液事件以及过期疫苗事件等,都给使用这

些药品的患者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

此,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只要过程中

对药品质量的把控,防止产出对患者有害的

药物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由于药品关乎到

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健康,所以药监局这类直

接管理药品质量与流通的政府部门一定要

加强管理,尽全力防止市场上出现假药的事

件发生。在制药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采用优质

的原材料,定期对药品的生产设备进行清理

与消毒,其次,还要安排负责人对新生产的药

品进行不定的抽查,从各个方面努力,防止市

面上出现残次品药物。 

【年】  2017 

【期】  11 

 

15/30 

【题    名】  我院制药工程专业药剂学实

验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作    者】  曾振芳;黄秋婵;王强; 

【单    位】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高校桂西南特

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上旬刊) 

【摘    要】  本文通过优化实验内容,增设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校

企合作完成课程教学等方式对药剂学实验

课程的实验内容、教学模式及课程设置进行

改革,同时对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总

结。该课程改革为我校制药工程专业培养具

有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制药人才具有一

定贡献。 

【年】  2017 

【期】  04 

 

16/30 

【题    名】  药物化学教学中设置综述的

探索 

【作    者】  陈维; 

【单    位】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基于药物化学课程要求和特

点,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合理规划,以

提高化学制药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运用

综述可将传统单调、枯燥的化学结构和抽象

的药物化学变得形象生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药物化学教学

中运用综述作为课程评价的手段之一,有助

于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我们探讨了其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

的应用,同时引入综述及结构式软件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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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药物化学微课视频的制作,进一步提高药

物化学多媒体教学效果。 

【基    金】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课堂

教学创新项目(KTCX201604002) 

【年】  2017 

【期】  07 

 

17/30 

【题    名】  医药高职“基因工程制药”

课程的双语教学 

【作    者】  韦淑亚;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  实施双语教学是适应我国高

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发展需要。本文立足培

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医药技术型人才的角

度出发,阐述了高职院校“基因工程制药”实

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及考核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浅析。旨在为其他

专业课程开展双语教学提供有益参考,为现

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引领方向。 

【年】  2017 

【期】  04 

 

18/30 

【题    名】  地方本科院校以职业能力为

导向的生物制药工艺学课程改革的探讨 

【作    者】  于德涵;黎莉;苏适;王广慧; 

【单    位】  绥化学院食品与制药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内江科技 

【摘    要】  生物制药工艺学是制药工程

专业的主干课,对课程教学对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地方高校应结合学校实情况,同

时重视课程基础知识广泛和实践应用性强

的特点,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工艺问

题的能力,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综合解决

问题的能力,改善了理论和实践教学模式和

手段,对课程内容、课程设计、授课方法、课

程考核以及提高教师素质等方面开展了改

革探索,显著提高了生物制药工艺学的教学

质量和效果,形成以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为

重点的课程教学。 

【基    金】  绥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JJ20150020) 

【年】  2017 

【期】  03 

 

19/30 

【题    名】  自动化、信息化背景下制药

设备精英小班的教学实践 

【作    者】  杨文豪; 

【单    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摘    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专业

完成示范高职院校建设后,基于医药行业人

才需求,构建了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

的药学精英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探

索分层分类小班教学改革,实施小班制精英

药学人才培养,能有效提升药学拔尖人才培

养质量。制定了制药设备精英小班的学员选

拔制度,设计了制药设备精英小班的特色课

程,创新了制药设备精英小班学员管理,并进

行了自动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制药设备精英

小班的特色课程教学安排与实践。 

【基    金】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项目编

号:16061),主持人杨文豪 

【年】  2017 

【期】  01 

 

20/30 

【题    名】  浅谈高校制药工程实验教学

的改革 

【作    者】  邹琼宇;吴海峰; 

【单    位】  怀化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制药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

的应用学科,实验教学在药学教学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在实验教学中如何优化教学

方法,满足教学要求,提高学生素质已是在高

校中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提出了制药实验

中的应注意的问题,并为优化实验教学找到

一定解决的办法。经过多年药学实验改革,

我院形成了一个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成果显著。药学实验教学应顺应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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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科研结合,培养出高水平制药人才。 

【年】  2017 

【期】  06 

 

21/30 

【题    名】  关于药物分析跨校修读学分

的相关思考 

【作    者】  孙立新;李清;刘然;毕开顺; 

【单    位】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2014年 9月课程建设方沈阳

药科大学与使用方辽宁何氏医学院启动药

物分析跨校修读学分项目,项目现已完成。本

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跨校修读学分的优势、

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以期为辽宁省

跨校修学分的成功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基    金】  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项目 (项目编

号:UPRPI2014050) 

【年】  2017 

【期】  12 

 

22/30 

【题    名】  药物分析实验教学改革 

【作    者】  廖金英;石妍; 

【单    位】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制药工程系;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药物分析实验是制药工程专

业的主要专业实践课程,是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的重要环节,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药物分析实验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以提高

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培养进行

了探讨。 

【年】  2017 

【期】  12 

 

23/30 

【题    名】  基于项目教学法在药物分析

专业仪器分析中的应用 

【作    者】  姚蓉; 

【单    位】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仪器分析是药物分析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程,在药物检测分析中应用非常

广泛。而仪器分析内容多且抽象,仪器结构复

杂、价格贵、数量有限,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

的好坏。本文介绍了项目教学法在仪器分析

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应用过程。 

【年】  2017 

【期】  12 

 

24/30 

【题    名】  民族院校制药工程专业药理

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作    者】  杨立芳;许海棠;申利群; 

【单    位】  广西民族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论坛 

【摘    要】  制药工程专业是新形势下的

新兴学科,药理学是制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

程。本文针对民族院校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

课程体系实施中体现的不足进行了深入分

析,并提出了系列优化和改革措施。通过学生

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基于民族院校生源特

点及社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建立完整的实

验教学体系与完善的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

课程体系建设是必要的。 

【基    金】  广西民族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TBL模式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012XJGA13) 

【年】  2017 

【期】  03 

 

25/30 

【题    名】  高职高专生物制药技术专业

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作    者】  董丽辉; 

【单    位】  浙江医院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中国培训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生物制

药技术专业的发展过程,指出了高职高专生

物制药技术专业独特的特点,列举了不同高

职高专院校所采用的教学改革内容及取得

的成果,为日后高职高专生物制药技术专业

教学改革创新提供了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并为日后高职高专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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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年】  2017 

【期】  06 

 

26/30 

【题    名】  制药工程专业《药物微生物

学》教学图片库和视频库的建设与应用 

【作    者】  李佳;高同国;袁洪水; 

【单    位】  河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药物微生物学》课程内容

涵括广,既包括理论知识又包括相应的实验

技能,因此教学过程中需要用到多种教学方

法,其中图片教学和视频教学因其直观性、具

象性等优点成为该课程非常重要的一种教

学方法。本文阐述了《药物微生物学》教学

图片库和视频库的建立及应用情况,包括教

学图片与视频素材的搜集,相关材料的整理

以及教学图片库和视频库在理论教学和实

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及遇到的问题与改进,

为提高“药物微生物学”课程的理论教学和

实验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与技

能的综合运用能力提供一些思路。 

【年】  2017 

【期】  06 

 

27/30 

【题    名】  制药分离工程教学改革探索

与实践 

【作    者】  李洁琼;齐滨;于波;惠歌;于智

莘; 

【单    位】  长春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根据制药分离工程课程

特点,结合教学中的实践体会,对制药分离工

程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探讨。笔者认

为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参与学习,加强生

生、师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基    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制药工程专

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基于卓越工

程计划的视角》,课题项目号:16YB023 

【年】  2017 

【期】  11 

 

28/30 

【题    名】  制药工程《药物合成实验》

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  梁兴勇;丁杰;程纯儒;陈国华; 

【单    位】  四川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在药物合成的实验教学中,

我们采用了探索性实验的模式进行教学,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提高学生实验操作

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主动追求知识的

欲望。 

【基    金】  《药物合成反应》课程内容

与教学体系的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G-1505) 

【年】  2017 

【期】  11 

 

29/30 

【题    名】  我院制药工程 GMP 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与实践 

【作    者】  曾振芳;王强;黄秋婵; 

【单    位】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广西高校桂西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为保证我院制药工程 GMP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顺利开展实验教学改革,

提高学生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根据"以学

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我们对 GMP 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的管理体制、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

体系进行改革,对实验教学考核方法进行改

进,推进 GMP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改革

与发展,促进我院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不断提

高我院制药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质量。 

【基    金】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No:2013JGA253,2013JGA25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第二批本科校级教学质

量工程项目(No:2015SYJX001) 

【年】  2017 

【期】  05 

 



 

 85

30/30 

【题    名】  药物分析综合一体化实验的

设置及思考 

【作    者】  赵丹; 

【单    位】  中南民族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药物分析综合一体化实验是

当前实验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它

是将药物分析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兼顾药

学相关专业课程的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本文

从实验项目的设计、执行和考核三个方面探

讨了实验的设置情况。 

【基    金】  中南民族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JYX13002) 

【年】  2017 

【期】  10 

 

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监测与评价 

返回栏目导读 

1/24 

【题    名】  污染源调查实习课程的参与

式教学探索——以市政污水处理厂为例 

【作    者】  孟红旗;赵爱平; 

【单    位】  河南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高等建筑教育 

【摘    要】  参与式教学是我国为培养创

新型人才所倡导的一种教学模式,在环境工

程专业污染源调查实习课程中引入参与式

教学是一次有益的教学探索。参与式教学的

实施过程由分析阶段、方案形成阶段、方案

执行监控阶段和方案评价反馈阶段组成。尽

管参与式教学面临教学环境、实习内容、学

生差异性和教师灵活性等诸多挑战,但也取

得了一定的收获,比如教师的教学行为得到

理解和尊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强。 

【基    金】  河南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重点项目(2013JG036) 

【年】  2017 

【期】  02 

 

2/24 

【题    名】  高浓度洗煤废水处理的实验

研究 

【作    者】  袁素珍;张亮; 

【单    位】  宜春市环境监测站; 

【文献来源】  江西化工 

【摘    要】  本文研究了高浓度洗煤废水

的处理方法,采用混凝沉淀法对某洗煤厂废

水进行实验研究,发现 PAC+PAM 联用可以

达到很好的处理效果,使出水优于回用洗煤

的标准。 

【年】  2017 

【期】  02 

 

3/24 

【题    名】  立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环境

污染防治课程建设初探 

【作    者】  赵静;白建峰;顾卫华;庄绪宁;

马恩;王临才; 

【单    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电子废弃

物研究中心上海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协同创

新中心;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教育评估是现代教育科学的

重要领域之一,而高等教育评估作为重要手

段不断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电子废弃物方向)工程

硕士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是为电子废弃物

行业和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

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

进入大众化阶段,立足于高等教育评估,侧重

于教学队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手段等

3方面来进行《环境污染防治》课程建设。

通过这些措施旨在以评促建,突破传统高等

教育的局限性,适应学校及行业培养职业技

能型人才的要求。 

【基    金】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重点学科

“ 电 子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与 污 染 防 治 ”

(No:XXKZD1602);; 

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年】  2017 

【期】  07 

 

4/24 

【题    名】  “实践型”课程的教学体系

改革探索——以环境监测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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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陈建军;李博;湛方栋; 

【单    位】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 

【文献来源】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 

【摘    要】  针对“实践型”课程的教学

特点,分析了环境监测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根据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环境

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及时更新授课

内容;通过引导式和案例式等教学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基础实验、教学实习、

开放性实验三个层次来构建实践教学模式,

促进学生掌握实践技能;以适应环境监测上

岗考核的需要为目标,构建包括理论笔试和

实验操作考核为基础的“全过程”考核模式。

在环境监测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旨在为高校环境监测课

程的教学提供借鉴。 

【年】  2017 

【期】  02 

 

5/24 

【题    名】  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化工类

废水的实验研究 

【作    者】  李锋; 

【单    位】  运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文献来源】  山西化工 

【摘    要】  作为一种新的污水处理工艺,

生物活性炭技术具有操作简单、经济可靠等

优点,在污水深度处理中有着良好的应用前

景。以某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化工废水为研

究对象,采用生物活性炭工艺对其进行深度

处理,以获得化工类废水深度处理的新途径。

结果表明,化工类废水经过生物活性炭技术

深度处理后,COD 的去除率可达 40%左右,

氨氮的去除率可达 60%左右,工艺出水可达

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年】  2017 

【期】  02 

 

6/24 

【题    名】  校园污水处理工艺方案设计

及动态模拟开放实验 

【作    者】  曾娟艳;黄锦;荆峰洋;盛紫琼;

刘慧龙; 

【单    位】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对当前高校的实验教学方式

进行调整,极大地提高学生实验设计及操作

的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非环境学科专业学生的

环保意识和对环境治理工作。强调教学为用,

学生自主设计的污水处理工艺方案设计经

完善后能投入使用。 

【基    金】  武汉大学 2017 年开放实验

项目 

【年】  2017 

【期】  07 

 

7/24 

【题    名】  工业废水冲击对城镇污水处

理系统影响的实验研究 

【作    者】  罗智力;押玉荣;吴江渤;刘春;

王伟燕;张静; 

【单    位】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河

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省污

染防治生物技术实验室; 

【文献来源】  河北工业科技 

【摘    要】  为考察工业废水冲击对城镇

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的影响,在模拟城

镇污水处理系统中实施实际工业废水冲击,

分析冲击中系统运行性能变化,并采用共代

谢效应和生物刺激效应对冲击后系统进行

运行恢复。冲击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冲击会造

成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性能下降,特别是氨

氮去除性能明显降低;同时,工业废水冲击的

影响通常是暂时且可逆的,即使长时间冲击

后亦可通过运行调控加以恢复。不同类型工

业废水冲击的影响差异明显,高浓度印染废

水和低可生化性化工生化出水冲击对运行

性能的影响较大,而工业园区综合废水可生

化性较高,冲击影响较小。运行恢复结果表明,

投加复合营养液,利用共代谢效应和生物刺

激效应可以应对不同类型的工业废水冲击,

且... 

【基    金】  石家庄市裕华区科学技术研

究与发展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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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02 

 

8/24 

【题    名】  合成革废水中试实验短程硝

化快速启动研究 

【作    者】  黄盛发;邱凌峰;陈益明;张健; 

【单    位】  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福建省环境工程重

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  采用有效容积为 1 m~3 的

SBR 反应器,以某合成革污水厂厌氧滤池出

水为实验进水,控制温度约为 34℃、pH 值

7.4~8.3、溶解氧质量浓度 0.2~0.6 mg·L~(-1)、

游离氨质量浓度约 10~30 mg·L~(-1)、泥龄

约 25 d、并添加一定质量的 Na Cl;在其它条

件不变,控制运行温度为 27℃并逐渐下降至

23℃的条件下,分别用时 12和 24 d,实现了短

程硝化工艺的成功启动.亚硝酸盐累积率均

达 97%以上,NH+4-N 的 N 容积负荷去除率

分别达到 0.18、0.08 kg·(m~3·d)~(-1).该

工艺运行效果良好,抗冲击能力较强. 

【基    金】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省属公

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资助项目

(2015R1004-3);; 

福建省环保科技资助项目(2015R024)合成

革废水中试实验短程硝化快速启动研究 

【年】  2017 

【期】  02 

 

9/24 

【题    名】  环境样品总放实验误差来源

分析 

【作    者】  吴玉丽; 

【单    位】  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

理局;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简单介绍了总放分析及其在

辐射环境监测中的作用,指出目前现行的总

放分析中存在的可能增加测量不确定度的

系统误差及误操作,总结平时实践经验,针对

环境样品分析的特点提出有助于高分析精

度的一些措施。 

【年】  2017 

【期】  09 

 

10/24 

【题    名】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环境

监测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夏红霞;李强;王书敏;丁武泉;

朱启红;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环境监测是环境类专业的核

心课程之一,在环境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根据环境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

标要求,笔者在环境监测实验教学过程中通

过优化实验项目、改革教学方法、建立全程

式考核方式等措施,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提

高教学效率。 

【年】  2017 

【期】  13 

 

11/24 

【题    名】  工程应用背景下环境监测教

学体系建设与实践 

【作    者】  陈莉薇;严刚;王晓;赵玉杰;

张燕;王晓宁; 

【单    位】  青海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

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对环境工程专业的《环境

监测》课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课程现

状及存在问题,对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内容完

善、教学方法与手段及教学活动组织 4个方

面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结果表

明,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培养学生工程应

用能力方面具有显著的成效。 

【基    金】  青海大学分类课程建设项目

(No:KCFL-15-3-8);青海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项目(No:JY161737) 

【年】  2017 

【期】  06 

 

12/24 

【题    名】  环境监测课程双语教学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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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及思考 

【作    者】  袁旭音;胡磊;李轶; 

【单    位】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环境监测是一门知识综合性

较强的课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完

善讲授内容和讲授方法,以提高其教学质量。

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抓住重点内容、加强与

学生交流、增加课堂练习、培养英文文献阅

读能力这些方面能够提升环境监测双语教

学效果,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加强

学生的专业英文表达能力是我们今后努力

的方向。 

【基    金】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资助项目(PPZY2015A0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2354)的支持 

【年】  2017 

【期】  12 

 

13/24 

【题    名】  环境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理

与处置》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游文华;奚道国;方龙香;杜道

林; 

【单    位】  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

是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以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为前提,针对实践教学中存在的

创新性不足、学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在课程

内容设置、教学手段创新和考核优化等方面

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探讨和改革。 

【年】  2017 

【期】  12 

 

14/24 

【题    名】  噪声污染控制课程教改的思

考和实践 

【作    者】  郑巧利;戴一枫;薛佳平;蓝为

平; 

【单    位】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土木工程

系; 

【文献来源】  科技资讯 

【摘    要】  噪声污染控制是高等学校环

境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针对噪声污

染控制教学大纲存在的问题,结合独立学院

学生特点及应用型培养目标,对该课程体系

进行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其中包括修改教学

大纲,提高课程系统性和连续性;改进教学方

法,通过案例教学法、现场教学法提高知识运

用能力;改革考核方法,综合考核学生学习效

果;突出重点强化实践,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和综合能力。 

【基    金】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噪声污染控制》课内实验

与实践教学研究”(项目编号:0116007) 

【年】  2017 

【期】  03 

 

15/24 

【题    名】  《环己烯的制备》教学实验

改进 

【作    者】  陈芳;张晓慧; 

【单    位】  江汉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本文将固体超强酸应用到本

科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环己烯的制备》中,

环己烯收率达到 96.57%。改进后,该实验提

高了学生学习兴趣,扩展了知识面,减少了污

染,为绿色环保的好方法。 

【年】  2017 

【期】  05 

 

16/24 

【题    名】  环境法教学理念的建构主义

转向研究 

【作    者】  李健芸; 

【单    位】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部; 

【文献来源】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摘    要】  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不断推

进,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违背了可

持续发展理念。基于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节能

环保理念,并将该理念渗透至社会各领域中,

环境法应运而生。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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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基础法律,具有独特性,在具体教学

中,很多高校对于环境法教学不够重视,存在

教学模式僵化、内容繁杂等问题,而建构主义

以其自身灵活性等优势,能够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专业水

平。本文将从环境法课程特点入手,梳理建构

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分析其独有的优势,

然后结合环境法教学内容深入探究建筑主

义实施的措施,最后针对常见的问题提出一

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年】  2017 

【期】  03 

 

17/24 

【题    名】  《环境监测》课程实际案例

教学法改革与实践 

【作    者】  蔡河山;黎晓霞;徐颂;李静波;

马进; 

【单    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环境工程

系; 

【文献来源】  安徽农学通报 

【摘    要】  《环境监测》是一门理论与

实践并重的应用型课程,在环境工程专业课

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文提出了

在《环境监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实际

案例教学法的改革实践,以桐林美苑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为实际案例,对其

竣工验收环境监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学

生毕业后更好地从事环境监测实际工作提

供帮助。 

【基    金】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

般类教改项目资助(Gd2016626);; 

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

目(Yq2014331) 

【年】  2017 

【期】  05 

 

18/24 

【题    名】  实地考察教学法在环境法实

训教学中的运用 

【作    者】  袁红萍; 

【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环境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

为一体的法学学科。对地方性本科院校而言,

环境法教学应偏重于实践教学,分论部分的

教学可以大胆地走出课堂,走进污染现场,启

发学生思考,引导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

决问题,锻炼其动手能力。这种实地考察及研

讨式教学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教师根据教学

内容,甄选考察对象,并布置考察任务以明确

考察目的;第二,学生带着考察任务,有目的

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实际问

题,通过走访、问询、查阅资料等途径解决问

题;第三,课堂汇报考查结果。 

【年】  2017 

【期】  03 

 

19/24 

【题    名】  二氧化氯催化氧化处理油库

含油污水实验研究 

【作    者】  张志远;唐晓丽;张宏哲;牟桂

芹;李飞霄;郭亚逢; 

【单    位】  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 

【文献来源】  水处理技术 

【摘    要】  提出了一种处理成品油库含

油污水COD的新技术,以二氧化氯为氧化剂、

自制的 Fe-Cu/AC催化剂进行催化反应实验,

研究了二氧化氯对含油废水处理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 ,当二氧化氯投加量为 400 

mg/L、pH=5.5、停留时间为 90 min时,COD

去除率可达 80%~90%。后续加上生化单元

或者活性炭吸附单元可以解决成品油库含

油污水处理 COD不达标的问题。 

【年】  2017 

【期】  03 

 

20/24 

【题    名】  硝化菌耐盐驯化及处理高含

盐氨氮废水实验研究 

【作    者】  赵胜楠;赵天楚;高会杰; 

【单    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 

【文献来源】  水处理技术 

【摘    要】  针对硝化菌脱氮性能受高盐

度抑制问题,采用逐渐提高培养液中的盐含

量并配合适当处理工艺的方法,进行了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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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耐盐驯化实验。结果表明,硝化菌的耐盐

性可由 8 g/L(NaCl的质量浓度)驯化提高到

42 g/L,其氨氮脱除率在 60%以上,硝化速率

大于 5 mg/(L·h)。在处理实际高含盐氨氮

废水中能够实现稳定运行,进水 NH3-N的质

量浓度为 121 mg/L、NaCl的质量浓度 29 g/L

时,32 h内可以将氨氮全部脱除。 

【年】  2017 

【期】  03 

 

21/24 

【题    名】  基于 OBE 理念的环境监测

实验教材建设的思考 

【作    者】  胡磊;纪靓靓;袁旭音;李轶; 

【单    位】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环境监测实验是环境工程专

业重要的实践课程。在对国内出版的环境监

测实验教材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O BE理

念为指引,提出了改进环境监测实验教材的

思路和方法,以利于环境监测实验课程的教

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年】  2017 

【期】  09 

 

22/24 

【题    名】  挥发性有机废气生物滤池净

化实验装置的研制 

【作    者】  张娇; 

【单    位】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青岛市农村环境工程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  实验室科学 

【摘    要】  随着城市雾霾的日益严重,

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引

起广泛重视。生物过滤法处理废气以其低成

本、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备受关注,生物过滤法

废气治理实验也成为环境工程相关实验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应用于高校实验室的废

气生物治理实验装置较少,且功能单一,调节

适应性不强。针对这一问题,研制了一组复合

生物滤池实验装置,在装置设计中考虑填料、

池体连接方式灵活性、多种实验参数的获取、

微生物形态观察等因素,能够满足演示、设计

及验证实验的要求,有利于学生对挥发性有

机废气生物处理工艺及参数选取过程的理

解。 

 

【基    金】  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

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103071007),青岛农

业 大 学 课 程 建 设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XDSJP2013037) 

【年】  2017 

【期】  01 

 

23/24 

【题    名】  加强环境保护;探索绿色有

机化学实验 

【作    者】  宾旦叶尔登达拉; 

【单    位】  东北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化工设计通讯 

【摘    要】  环境问题成为了目前比较热

门的话题,绿色化环境已经成为了国际化的

问题。本科以及研究生在做有机化学实验时,

要讲究环境的高效化和绿色化,尽量用少的

化学药品得到较高的产率,化学药品的使用

适可而止,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 

【年】  2017 

【期】  02 

 

24/24 

【题    名】  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教

学改革与实践 

【作    者】  秦煜民;张玉萍;刘玮; 

【单    位】  华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高等教育 

【摘    要】  作为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的重要环节,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存在

一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教学改革。我们结合多

年的教学实践,从课程设计内容的确定、时间

安排、教学方法的改进及考核标准的构建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旨在提高教学

质量。 

【年】  2017 

【期】  01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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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题    名】   研究性实验活动和市场维

修实践共同奠基的专业教学初探——利用

风速计判断空调无热风故障过程及分析 

【作    者】  孙五一; 

【单    位】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文献来源】  汽车维护与修理 

【摘    要】  <正>空调无热风故障可能的

原因有 2 个方面:一是加热器芯堵塞,也就是

热源失效;二是温度调节风门(或称为混合风

门)动作不正常,导致鼓风机吹出的风没有通

过加热器。但由于加热器芯和温度调节风门

都设置在风道深处,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

没有热风,难于直接观察、判断。使用风速计

全面检测温度和风速的变化,可 

【年】  2017 

【期】  05 

 

2/17 

【题    名】   天津泰达广场 A区和 B区

项目暖通空调设计 

【作    者】  詹桂娟;田秀芳; 

【单    位】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文献来源】  暖通空调 

【摘    要】  天津泰达广场 A 区和 B 区

项目是由办公楼、商业配套组成的城市综合

体,属超高层建筑。介绍了该项目的空调冷热

源方案、空调水系统方案、空调加湿方案及

利用通风竖井进行自然通风的效果。结果表

明,采用的冰蓄冷+燃气热水锅炉、竖向水系

统分区、高压微雾加湿系统的空调方案是相

对可靠经济的。同时,在过渡季节利用通风竖

井对塔楼进行自然通风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年】  2017 

【期】  04 

 

3/17 

【题    名】   供暖工程绪论课教学实践

及其思考 

【作    者】  王晋生;袁丽;王起伟;王婧; 

【单    位】  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高等建筑教育 

【摘    要】  绪论课是一门课程的推荐会,

也是任课教师的推荐会,对后续教学有着重

要影响。供暖工程绪论课教学分为引入、专

业知识、教学知识和考核要求四个模块,回答

了"是什么""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学""达

到什么要求"五个问题。绪论课既要突出科

学性,又要讲究人文性和趣味性,对教师的知

识深度和广度、专业和人文素养要求较高。

任课教师只有长期有意识地积累和提高才

能上好绪论课。 

【年】  2017 

【期】  02 

 

4/17 

【题    名】   《汽车空调维修》课程一

体化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石也言; 

【单    位】  汽车维修与保养 

【文献来源】  汽车维修与保养 

【摘    要】  <正>如今,汽车空调已成为

现代汽车的标配,且使用频率较高,而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空调系统维护与

修理的业务量也显著增加,但由于我国的汽

车维修行业基础薄弱、技术发展起步晚、从

业技术人员素质不高、缺乏行业标准或行业

标准贯彻难,因此也导致缺乏技术过硬、理论

功底扎实的汽车空调维修技术人才。一般,

职业院校主要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需求设

置专业,培 

【年】  2017 

【期】  04 

 

5/17 

【题    名】   基于空调器电路的项目式

教学实践与研究 

【作    者】  华志坚; 

【单    位】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文献来源】  江苏教育研究 

【摘    要】  中职学校电器、电工相关专

业通常开设制冷与空调工作原理与维修的

课程,项目式教学非常适合在制冷与空调教

学中开展。项目式教学注重理论实践一体化,

由于各校制冷与空调设备的不同,教学过程

中使用国家的统编教材有一定的局限性,又

由于中职学校理论课程多,专业课程教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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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相关课程学习时间不够,难以消化知识。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经过多年的空调

器电路教学实践与研究,摸索出了一套适合

本校基于空调器电路的项目式教学模式。 

【年】  2017 

【期】  Z3 

 

6/17 

【题    名】   独立学院专业综合实训实

践教学研究——以制冷与空调专业为例 

【作    者】  张辉;丁艳; 

【单    位】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中旬刊) 

【摘    要】  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是十分必

要而且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而专业综合实

训是该专业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实训,不但

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巩固,而

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以及综合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学院实际

情况,总结了专业综合实训实践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及不足,并且根据存在的问题对专业

综合实训实践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提出了

改革的内容及具体的实施办法,为独立学院

制冷与空调专业的专业综合实训实践教学

提供新的模式,同时为其它专业的实践教学

改革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03 

 

7/17 

【题    名】   集中供热项目中老旧小区

供暖改造后问题分析及改造方案优化研究 

【作    者】  马坤茹;王星光;侯娜娜; 

【单    位】  河北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  供热制冷 

【摘    要】  <正>本文结合某县集中供热

工程中老旧小区采暖系统改造实际案例,总

结其施工改造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

分析,探索施工设计优化方案,为集中供热工

程老旧小区供暖改造提供参考依据。某县农

行家属院为老旧小区,并在集中供暖区域范

围内。小区现有一号楼(四层)、二号楼(三层)、

三号楼(二层)三栋楼,未接入集中供热管 

【年】  2017 

【期】  03 

 

8/17 

【题    名】   空调工程课程全英语教学

方法研究与实践 

【作    者】  许鹏;潘媛; 

【单    位】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文章介绍了空调工程全英文

课程的背景,分析了全英语教学的重点与难

点,结合教学实践对空调工程全英语教学的

手段、方法和内容进行研究,并总结了全英语

教学改革的成效与经验。 

【基    金】  同济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建

设项目“全英语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年】  2017 

【期】  05 

 

9/17 

【题    名】   夏热冬暖地区高校教学建

筑自然通风模拟分析与设计策略——以深

圳大学城为例 

【作    者】  韩阳;马航;吴潇逸; 

【单    位】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节能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文献来源】  华中建筑 

【摘    要】  夏热冬暖地区高校教学建筑

目前大多都采用中央空调、机械通风的方式,

由于高校教学建筑内部具有人员密集、新风

需求量大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采用自然通风

的方式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进行,并且还能

降低建筑能耗。该文以深圳大学城内北京大

学 A 栋、哈尔滨工业大学 A 栋为主要研究

对象,结合仪器测量、软件模拟、比较分析等

方法,分析两栋建筑在建筑总平面、建筑平面、

建筑剖面、开窗设计等自然通风方面的问题。

最后,提出相应的高校教学建筑的自然通风

设计策略,为夏热冬暖地区教学建筑的设计

提供参考依据。 

【年】  2017 

【期】  03 

 



 

 93

10/17 

【题    名】   任务驱动法在暖通空调工

程专业实训中的应用 

【作    者】  江燕涛;邱小夏;徐青; 

【单    位】  广东海洋大学机械与动力工

程学院;广东省职业技术学校制冷机电科; 

【文献来源】  制冷与空调(四川) 

【摘    要】  主要介绍任务驱动教学法在

暖通空调工程相关专业的实训教学运用。具

体以实际教学中"分体式空调器安装"实训

为例,详细介绍教学中项目目标的确定、计划

的内容、实施的细节、效果的评估内容和方

式等,并总结了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实训中的

应用效果和实施时要注意的问题。 

【基    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广东海洋大学应用型人标范专业项

目;; 

2013 年广东海洋大学教研教改专项(项目编

号:XJG20132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广东海洋大学重

点学科项目 

【年】  2017 

【期】  01 

 

11/17 

【题    名】   太古供热项目为长输供暖

项目实施开创先河 

【单    位】  供热制冷 

【文献来源】  供热制冷 

【摘    要】  <正>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亿在考察太古供热项目时对该项目的建

设及运行情况,予以充分肯定。据悉,该项目

的热源为古交兴能电厂,海拔1030米,为系统

最高点,共有供热机组 6 台,设计最大供热能

力 3484MW。该工程远期设计供热面积 7600

万平方米,近期设计供热面积为 5000万平方

米。目前,该项目运行正常,其热源古交兴能

电厂的出水温度、流量等供热参数均已达到

供热要求,能满足 

【年】  2017 

【期】  02 

 

12/17 

【题    名】   供热工程课程教学模式改

革探讨 

【作    者】  宫克勤;贾永英;王忠华; 

【单    位】  东北石油大学土木建筑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教学方式改革,是提高课程教

学质量的关键。供热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专业课程,理论教学必须与实践教学环节

紧密结合。根据教学经验,提出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的研讨式课程教学模式,并对各环节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组织进行了分析。 

【基    金】  东北石油大学 2015 年“供

热工程”课程建设项目 

【年】  2017 

【期】  03 

 

13/17 

【题    名】   协作式教学模式在《中央

空调工程设计》中的应用——以“制冷与冷

藏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用为例 

【作    者】  刘成; 

【单    位】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工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中央空调工程设计》是专

业性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专业课程。

如何提高高职学生教学效果是高职制冷专

业教学亟须解决的问题。作者提出了在《中

央空调工程设计》教学中应用"制冷与冷藏

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采用协作式教学模式,

强调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活动为

主要的教学形式。 

【基    金】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校级课题“《中央空调工程设计》融合精品

资源共享课教学研究与应用” 

【年】  2017 

【期】  02 

 

14/17 

【题    名】   论暖通空调安装的施工项

目管理策略 

【作    者】  杨婷; 

【单    位】  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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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暖通空调安装施工实践中,

相关主体必须加强项目质量管控,严把各个

阶段的质量关,全面落实具体项目规定和技

术要求,不仅要确保工程质量的安全性,而且

要确保人民财产的安全性。对此,本文在简要

概述暖气安装施工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基础

上,重点提出了暖通空调施工的管理策略,以

期为广大业内同仁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年】  2017 

【期】  01 

 

15/17 

【题    名】   热电联产项目供热煤耗计

算探讨 

【作    者】  赵红右;付卫东;张杏静;黄浩; 

【单    位】  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 

【文献来源】  能源与节能 

【摘    要】  介绍了热电联产机组供热煤

耗的常用计算方法,在考虑热电机组回热自

用汽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新的供热标煤耗

率计算方法,指出,采用这种方法计算,更有利

于对机组的合理分析和评价。 

【年】  2017 

【期】  01 

 

16/17 

【题    名】   流体引起的空调管路振动

分析与实验研究 

【作    者】  谭博欢;舒宝;李冬;柳小勤;

伍星; 

【单    位】  昆明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振动噪声监测与控制研究所;四川长虹空调

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振动与冲击 

【摘    要】  结合流体动力学和结构动力

学分析了空调室外机管路系统由流体引起

的振动问题。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了管路系

统的动力学模型,并通过模态试验验证了模

型的准确性。使用流体动力学方法分析了管

内流场,获得管道内壁的表面压力,并以压力

作为激励,结合实验验证后的管路动力学模

型 进 行 了 谐 响 应 分 析 。 通 过 管 路

ODS(Operational Deflection Shapes)实验,验

证了由流体引起的管路振动分析方法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研究表明:管路理论模态分

析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确保建立的动力学

模型的准确性,为后续分析的准确度提供了

基础;管路振动分析与 ODS实验对比结果在

低频段理论与实验吻合较好,而在高频段误

差较大。分析了误...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

(51465022) 

【年】  2017 

【期】  01 

 

17/17 

【题    名】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采暖空调技术课程群建设的探索和研

究 

【作    者】  张殿光;高兴;董晓巍;田兴旺;

张琨;李丛; 

【单    位】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与土木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 

【摘    要】  本文总结了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采暖空调技术课程群建设的

过程和效果。分析了课程群的内涵,阐述了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课程特点,提

出了采暖空调技术课程群建设的原则和目

标,修订了理论课教学大纲,优化了课程教学

内容,提出了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和建设思

路。 

【年】  2017 

【期】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服务与营销 

返回栏目导读 

1/54 

【题    名】  汽车实训中心 7S 管理的应

用 

【作    者】  王士刚; 

【单    位】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不断发

展,汽车成为现代普遍的交通工具,所以有越

来越多的汽车实训中心的出现,大部分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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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专业的要求都是以汽车行业的发展

以及各个企业单位的科技发展为前提,根据

专业教学和科研开发的要求,从而建立了教

学研究、学生实训以及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汽

车实训中心。在汽车实训中心当中,运用 7S

管理的管理模式,来对汽车实训中心进行更

好的管理。 

【基    金】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学会、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汽车实训中心 7S 管理

的应用》省级课题,课题编号:20140319002 

【年】  2017 

【期】  13 

 

2/54 

【题    名】  高职汽车电子技术专业“混

合式教学”模式探讨与实践 

【作    者】  陈忠恺; 

【单    位】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世界 

【摘    要】  本文针对高职汽车电子技术

专业课程,探讨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在改革

分析、理论方法、实践具体措施、混合式教

学平台建设上进行了实践总结。以及实施混

合式教学所取得的成效。 

【年】  2017 

【期】  09 

 

3/54 

【题    名】  汽车设计课程研讨式教学方

法研究 

【作    者】  喻厚宇;黄妙华;钟绍华;朱祝

英; 

【单    位】  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现代汽车零部件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汽

车零部件技术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摘    要】  汽车设计课程是车辆工程专

业的核心专业必修课。针对理论性和实践性

强的汽车设计课程,结合汽车企业采用的汽

车产品开发流程,将研讨式教学方法应用于

汽车设计课堂教学,将模拟汽车产品开发的

研讨式大作业应用于汽车设计实践教学。实

际应用的教学效果表明,该研讨式教学方法

提高了学生对汽车设计课程的学习兴趣和

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了课程目标的

完成度和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度。 

【基    金】  武汉理工大学教学研究项目: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设计》课程创新与改革

研究及实践(项目编号 w2014046);武汉理工

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MOOC的汽车

设 计 课 程 的 改 革 与 实 践 ( 项 目 编 号

w2015010);武汉理工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国

外《汽车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借鉴与实践 

【年】  2017 

【期】  05 

 

4/54 

【题    名】  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作    者】  苏庆列; 

【单    位】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汽车

运用工程系; 

【文献来源】  机电技术 

【摘    要】  结合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实

际,针对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构

建与课程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三师型

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培养面向

汽车后市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保障。 

【年】  2017 

【期】  02 

 

5/54 

【题    名】  项目管理方法在整车开发中

的应用 

【作    者】  徐辉;吴贵新;童治强; 

【单    位】  福建汽车工业集团云度新能

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机电技术 

【摘    要】  不同于传统汽车主机厂,新兴

汽车制造厂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针对客户

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设计生产出一款适合

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项目管理方法作为

重要推手,起到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文中基于目前整车开发中项目管理应用

情况,从项目管理基础理论方面分析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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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厂商——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文中简称:云度公司)在整车开发过程中,

项目管理方法的运用情况。 

【年】  2017 

【期】  02 

 

6/54 

【题    名】  情境模拟教学在汽车保险与

理赔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刘文青; 

【单    位】  广州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情境模拟教学是一种亲验性

教学方式,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对于汽车保险

与理赔这门课程也是一种高效而良好的教

学方式。本文首先对情境教学的定义进行解

释,然后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对比,突

出该教学方式在不同方面的优势,接着结合

实际的教学内容向大家展示情境模拟教学

在课堂上应该如何具体应用,希望可以为大

家带来一定帮助。 

【年】  2017 

【期】  12 

 

7/54 

【题    名】  运用项目管理提高汽车电子

软件开发效率 

【作    者】  韩子翔; 

【单    位】  上海交通大学;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针对国内汽车点在项目

管理理论欠缺这一问题,提出了适合OEM汽

车电子项目的项目管理方法。在实际管理方

案层面,首先从项目管理各要素出发论述了

汽车电子产业的特点和开发步骤,最后在范

围管理,日程规划管理,沟通管理,团队管理,

风险管理五个方面结合汽车电子行业特点

总结出 OEM汽车电子项目管理改进方案。 

【年】  2017 

【期】  12 

 

8/54 

【题    名】  PBL 与 CBL 结合的教学模

式在“汽车构造”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张慧杰;范海宽;郝慧荣; 

【单    位】  内蒙古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基于"汽车构造"课程的特点

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基于问题的

学习(PBL)与案例教学法(CBL)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在汽车构造课程教学中应用的可行

性。研究表明:采用 PBL与 CBL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基    金】  内蒙古工业大学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2014220) 

【年】  2017 

【期】  12 

 

9/54 

【题    名】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教

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黄冈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为例 

【作    者】  聂进; 

【单    位】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学

院; 

【文献来源】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针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

中培养目标宽泛,学生学习不主动,知识、能

力、素质三个方面培养目标难以有机融合的

问题,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与服务

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为例,从教学的主要内容、实施过程

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教学模式的保障进行了

探讨。 

【年】  2017 

【期】  02 

 

10/54 

【题    名】  汽车类钳工课程实践教学的

优化与创新 

【作    者】  陈健; 

【单    位】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学

院; 

【文献来源】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汽车类专业传统钳工教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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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满足当前汽车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通过

分析目前教学环境、师资队伍、生源质量等

现状以及现代汽车企业的岗位要求,提出钳

工教学要转变教学观念,提升师资队伍能力,

创新实践教学内容,强化信息化元素的运用,

才能实现钳工教学内容实用,教学质量提升,

学生核心竞争力提高,从而满足现代汽车制

造企业的需求变化。 

【年】  2017 

【期】  02 

 

11/54 

【题    名】  汽车运输勤务课程应用案例

教学探讨 

【作    者】  任杰;李勤真;王春刚; 

【单    位】  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指挥系; 

【文献来源】  军事交通学院学报 

【摘    要】  为开展好汽车运输勤务课程

应用案例教学,探索汽车指挥专业实战化教

学改革的有效途径,分析汽车运输勤务课程

应用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和案例教学组织实

施流程,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探

讨提升案例教学质量的建议。 

【年】  2017 

【期】  04 

 

12/54 

【题    名】  德国双元制在汽车维修专业

教学改革中的运用分析 

【作    者】  黎兆强; 

【单    位】  广东省东莞市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近些年来,社会对汽车维修专

业人才质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将双元制教学引入到汽车维修

专业中的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应

用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汽车维修专业教学

的有效性。 

【年】  2017 

【期】  12 

 

13/54 

【题    名】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课程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孙兴海; 

【单    位】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汽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汽车出现故

障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基于此条件之下,汽车

发动机构造与检修课程也得到越来越多的

人的关注,对之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但是该

课程在实际的教学中仍旧表现出较多的问

题,影响着最终的实际教学效果。本文主要根

据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以及对相关研究的

调查,对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课程的改革

展开探讨。 

【年】  2017 

【期】  12 

 

14/54 

【题    名】  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课程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张映桥; 

【单    位】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电控对于现代汽车发动机来

说是一种重要的技术,高职汽车专业的学生

需要重点这一技术,对其系统构成,故障排除

和维修方式等需要重点掌握。本文重点从教

学理念、目的、方法、教师队伍、实践环节

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课程教学改革的

思路,可以优化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12 

 

15/54 

【题    名】  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一体化

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吴中华; 

【单    位】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汽车发动机电

控技术的课堂教学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研究,从课程设计思路、实际教学的设计、教

学评价三方面将一体化课堂教学模式融入

实际教学中,有效解决了课堂教学中理论与

实践相脱节这一严重态势问题,提升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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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为今后职业院校相关的教学作指导。 

【年】  2017 

【期】  12 

 

16/54 

【题    名】  汽车发动机 ECU 的可靠性

实验 

【作    者】  卢好阳;丁浩; 

【单    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

海拉(上海)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本文根据汽车发动机 ECU

相关特征,结合同类可靠性实验和某汽车发

动机ECU的研发技术,在ECU可靠性筛选试

验、可靠性增长试验和可靠性鉴定试验的试

验原理和实施过程指导下,,开发了ECU可靠

性试验系统,并制订出详细的 ECU可靠性联

合试验方案。通过实验得出该方案可行且系

统平台设计合理,ECU 取样平均寿命有所延

长,可靠性水平有所提升。 

【年】  2017 

【期】  08 

 

17/54 

【题    名】  基于汽车营销技能大赛背景

下的汽车营销策划课程改革思路及教学方

式探讨 

【作    者】  黄茜; 

【单    位】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农机化 

【摘    要】  随着 2016 年汽车营销策划

赛项的开展,暴露了我们汽车营销策划课程

在日常教学中的许多问题,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不高、创新性不强、口语表达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都亟需提高。因而,如何通过课堂教

学改革,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提高教

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是我们

思考的重点。 

【年】  2017 

【期】  02 

 

18/54 

【题    名】  “APIDEI”模式在汽车实

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陈柱峰; 

【单    位】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系;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在高职院校的汽车培训课程

改革中,课程的组织是极为繁琐的一项工作,

而在相关专家经过认真的研究后发现 ,

“APIDEI”教学模式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效率,并且还能够让所

有的学生以工作员工的身份参与到学习活

动当中,从而实现以专业核心岗位能力为主

的教学目标。 

【年】  2017 

【期】  11 

 

19/54 

【题    名】  行为引导式教学法在汽车教

学中的应用探析 

【作    者】  赵虎; 

【单    位】  山东省济南交通技师学院教

务科;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

高,在现代汽车教学中,行为引导式教学法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文章在分析汽车教学教育

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展开对行为引导式教学

法在汽车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希望对实践教

学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 

【年】  2017 

【期】  11 

 

20/54 

【题    名】  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项目化教学探索 

【作    者】  邝柏超; 

【单    位】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 

【摘    要】  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人们对出

行的要求越来越高,催促着汽车行业的飞速

发展。而汽车行业的发展,需要更多专业的汽

车检测维修人才,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标准。基于此背景下,本文就对高职院校在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展开

研究,希望探索出一条符合当下社会快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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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高校教育发展之路。 

【年】  2017 

【期】  04 

 

21/54 

【题    名】  “翻转课堂”在高职课程中

的应用研究 

【作    者】  于良娣; 

【单    位】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 

【摘    要】  翻转课堂将教师主导的传统

教学转变为学生主导的主动学习,是一种新

型的教学模式。国内外教育界对翻转课堂的

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从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的概念着手,以高职专业基础课程《汽

车专业英语》为例建构模式,通过对比实验,

提出翻转课堂的应用经验和问题思考。 

【基    金】  浙江省供销社一般课题,项目

号:16SSY26 

【年】  2017 

【期】  04 

 

22/54 

【题    名】  项目教学法在职校汽车底盘

实习指导中的运用 

【作    者】  缪静梅; 

【单    位】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文献来源】  技术与市场 

【摘    要】  项目教学法是指师生之间通

过一些列有计划的活动完成制定教学项目

的过程,在职校汽车底盘实习中,项目教学法

可以将基础知识与实践操作融合在一起,提

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综

合素质,符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因此,作

为职业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熟练地掌

握项目教学法在职校汽车底盘实习指导中

的运用,为汽修行业培养更多可用人才。 

【年】  2017 

【期】  04 

 

23/54 

【题    名】  校企合作汽车实训教学体系

研究 

【作    者】  王士刚; 

【单    位】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现阶段传统的汽车实训方法

由于缺乏一定的岗位针对性,导致汽车专业

学生毕业之后无法更好的适应企业岗位,因

此这就需要学校在进行汽车实训教学时充

分的意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通过校企合

作来有效提升汽车实训教学水平。本文就校

企合作模式进行了分析,以及对校企合作汽

车实训教学体系进行了研究。 

【基    金】  课题:省级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汽车实训中心

7S管理的应用》20140319002 

【年】  2017 

【期】  08 

 

24/54 

【题    名】  提高高职汽车专业实训设备

利用率的研究 

【作    者】  陈兆俊; 

【单    位】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机械职业教育 

【摘    要】  随着高职院校汽车专业实训

室的快速建设,实训设备的更新与购置速度

逐渐加快,高职院校汽车专业实训设备利用

率不高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在论述提高

高职院校汽车专业实训设备利用率的意义

前提下,在对现阶段汽车专业实训设备配置

状况及利用率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校

实践经验,从加强前期论证、加强人员培训、

完善管理制度、淘汰实训设备再利用、提高

实训资源的共享性等方面提出了提高高职

院校汽车专业实训设备利用率具体方法和

路径,以促进汽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基    金】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提高高职院校汽车专业实训设备利用率

的研究”(课题编号:JG15EB030)阶段性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04 

 

25/54 

【题    名】  浅谈技能大赛对校企合作创

新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以我校高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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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类专业为例 

【作    者】  崔宏亮;罗军华; 

【单    位】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江西化工 

【摘    要】  通过参加职业院校的技能大

赛,校企双方教师都得到了提升,学生的技能

水平得到了提高,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创新高

技能人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是实现与市场

接轨、大力提高育人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

业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举措。让学校

和企业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

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质量。 

【年】  2017 

【期】  02 

 

26/54 

【题    名】  《汽车设计》课程的教学内

容与方法的探索 

【作    者】  张勇;刘洋; 

【单    位】  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

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汽车设计》作为车辆工程

的专业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当今社会所要求的主体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而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这

一要求,因此,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急需

探索与提出。本文基于传统教学存在的课堂

效率低下、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式单一等

缺陷,并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注重阐述了新

的教学理念:民主教学、以学生为主、因材

施教和互帮互助,以及新的教学方法:理论联

系实际、案列教学、研讨式课堂教学和互联

网教学。此理念与教学方法在《汽车设计》

的课程教学中带来了良好效果,也期待对其

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年】  2017 

【期】  11 

 

27/54 

【题    名】  简陋条件下开展汽车喷涂教

学的探讨 

【作    者】  韩国声; 

【单    位】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培训 

【摘    要】  在汽车维修类专业的教学中,

喷涂技术是重要的内容,要在简陋条件下开

展教学实训活动就应当科学设置教学内容,

合理安排实训方式。通过恰当的理论与实践

衔接,合理使用现有条件,以及务实的实训项

目设定,就能够得到教学目的的高标准达成。 

【年】  2017 

【期】  08 

 

28/54 

【题    名】  以学生为中心的汽车理论课

程教学研究 

【作    者】  于蕾艳;石永军;吴宝贵;刘月

娟; 

【单    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电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专业素养和创

新能力。《汽车理论》是高等院校车辆工程

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文分析了当前《汽车

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的意义和理念。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措施,包括针对学生的发展要求优化

教学内容,营造鲜活、高效的课堂,高效利用

网上教学平台,运用混合式教学,集成实践性

与工程应用性。实践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积极性、专业

素养和创新能力,改善了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4 

 

29/54 

【题    名】  《汽车构造》实践课程教学

创新模式研究 

【作    者】  谢春丽;刘永阔;范东溟; 

【单    位】  东北林业大学交通学院;哈

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实践教学在工程教育中的地

位越来越重要,《汽车构造》作为车辆工程专

业一门十分重要的必修课,安排了与其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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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课程。文章从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

学过程及考核方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

的研究,构建了模块化的《汽车构造》实践教

学内容,针对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采取了不

同的实践教学方法,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全

过程实践教学考核方式。采用本实践教学方

式,提高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取得

了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4 

 

30/54 

【题    名】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教学工

学结合模式的研究 

【作    者】  王禄; 

【单    位】  博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献来源】  科技风 

【摘    要】  随着企业对技术型人才需求

量的逐年增加,在汽车底盘维修教学中实施

工学结合模式,即理论教学结合实际操作的

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维修汽车底盘的实际

操作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年】  2017 

【期】  07 

 

31/54 

【题    名】  汽车电控发动机故障排除实

训教学分析 

【作    者】  牛子儒;董威;徐佳豪; 

【单    位】  沈阳理工大学; 

【文献来源】  四川水泥 

【摘    要】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工

作中需求也就越多,在出行方面,汽车就成了

人们的首要选择。汽车在质量上存在着差异,

导致一些电控发动机容易发生故障,所以这

也是维修专业学生重要学习内容,对故障的

排除和维修技术有一定的要求。然而在传统

的维修教学中忽略了其重要程度,导致学生

缺乏一定理论知识,技术存在缺陷,没有较强

的实践性。在教学内容上,加强排除发动机故

障的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本文通

过对教学方式和实训模式进行讨论,加强学

生排除电控发动机故障的能力。 

【年】  2017 

【期】  04 

 

32/54 

【题    名】  车辆工程专业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平台的设计 

【作    者】  潘公宇;江浩斌;刘志强;杨晓

峰;耿国庆; 

【单    位】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根据车辆工程专业的培养计

划,结合工程认证的要求,江苏大学车辆工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科研

成果转化和联合开发等模式,设计了"汽车构

造原理与虚拟拆装""汽车性能仿真""汽车电

子与测试技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制造技

术"等 5 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所构建

的5个平台涵盖车辆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的相

关实验、为车辆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和创新

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模式和理念。 

【年】  2017 

【期】  04 

 

33/54 

【题    名】  电动汽车行驶工况虚实结合

实验教学系统设计 

【作    者】  熊瑞;王春;何洪文; 

【单    位】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为满足电动汽车行驶工况实

验教学多样化的需求,结合北京理工大学实

验教学实际情况,开发了一套虚实结合的电

动汽车行驶工况实验教学系统。该系统综合

了虚拟实验和实物实验的优势,虚拟实验部

分主要在 Matlab/Simulink 软件平台上完成,

实物实验部分依托测试设备完成。实验教学

结果表明,该系统加深了学生对于车用工况

的理解,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基    金】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精

品课程项目(YJPKC-2015-A02);北京理工大

学 “ 双 一 流 ” 专 业 学 位 精 品 课 程

(ZYXW2016007)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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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4 

 

34/54 

【题    名】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汽车专

业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李发宗;徐忠朝;崔仲华;刘淑

珍; 

【单    位】  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为了解决汽车专业实验教学

中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问

题,通过搭建实验教学平台、优化专业实验内

容、实施开放性实验教学以及改革实验考核

方式,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

核心的汽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并对新的汽

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实践效果进行评价。实

践证明,该实验教学体系能突显学生在实验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并能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对应用型汽车专业人才的培

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    金】  浙江省“十二五”普通本科

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项目(187);; 

浙江省 2015 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

目(KG2015451);; 

浙江省 2015 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015YGH023);; 

2016 年度宁波工程学院高教研究课题

(jg2015192) 

【年】  2017 

【期】  04 

 

35/54 

【题    名】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

汽车测试技术教学改革初探 

【作    者】  吴华伟;聂金泉;景文倩;丁华

锋; 

【单    位】  湖北文理学院机械与汽车工

程学院;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设计与测试湖

北省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为适应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针对传统的"灌输为主、教

学方法单一、实践不充分"等问题,本文以"

基础知识—传感器及信号处理—工程实践

—前沿技术"为主脉络,采用"校内+校外,课

内+课外,模拟+工程"多元化实践教学手段,

开展参与式教学,对汽车测试技术开展相应

的教学改革。经过两年的实践,新的教学模式

很大程度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力图实现

高校人才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 

【基    金】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研

究与教学改革项目(YJSJY201502) 

【年】  2017 

【期】  04 

 

36/54 

【题    名】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

汽车测试技术教学改革初探 

【作    者】  吴华伟;聂金泉;景文倩;丁华

锋; 

【单    位】  湖北文理学院机械与汽车工

程学院;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设计与测试湖

北省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为适应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针对传统的“灌输为主、教

学方法单一、实践不充分”等问题,本文以“基

础知识—传感器及信号处理—工程实践—

前沿技术”为主脉络,采用“校内+校外,课内

+课外,模拟+工程”多元化实践教学手段,开

展参与式教学,对汽车测试技术开展相应的

教学改革。经过两年的实践,新的教学模式很

大程度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力图实现高

校人才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 

【基    金】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教学研

究与教学改革项目(YJSJY201502) 

【年】  2017 

【期】  04 

 

37/54 

【题    名】  腾讯课堂在线教育在《汽车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以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故障分析

教学为例 

【作    者】  黄乐安; 

【单    位】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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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

发展的新型教育形态正在风靡全球,网络上

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在线教育平台,实现资源

共享、零距离的交流方式。在国内,以腾讯微

课堂、百度教育、网易公开课、淘宝同学、

YY 讲课等为首的巨头们,纷纷进军教育行

业领域。文章介绍了腾讯课堂,并结合《汽车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教学进行应用。以

期利用腾讯课堂在线教育平台进行教学改

革与应用提供借鉴与参考作用。 

【年】  2017 

【期】  07 

 

38/54 

【题    名】  汽车专业《汽车修理》课程

内容教改的一点尝试 

【作    者】  陈跃; 

【单    位】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文章阐述了在高职高专汽车

运用技术专业不设《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课程情况下,在《汽车修理》课程中讲授公差

配合与形位公差内容的必要性和如何理论

联系实际讲授公差配合与形位公差内容及

授课实践与启示。 

【年】  2017 

【期】  07 

 

39/54 

【题    名】  汽车新技术课程信息化教学

改革 

【作    者】  邓世凯; 

【单    位】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汽车新技术是未来汽车行业

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汽车行业人才所应该

具备的基础性专业技术。目前我国很多高等

院校都开设了汽车新技术课程,旨在培养学

生在汽车制动性能等方面的设计、检测、诊

断维修技能等等。信息技术以其形象直观、

灵活多变以及信息承载量大的特点在汽车

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文章结合笔者

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对汽车新技术

课程的信息化改革的一些意见。 

【年】  2017 

【期】  07 

 

40/54 

【题    名】  理实一体化教学在汽车车身

修复专业中的应用 

【作    者】  张松泓;王明绪; 

【单    位】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高职学报 

【摘    要】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

入发展,理实一体化教学在提升学生理论知

识的同时,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

了"学中做、做中学"的目的。"理实一体化"

教学,要根据教学目的选用适当的授课方法,

采用"赛、学、训"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运用

VR技术,以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年】  2017 

【期】  03 

 

41/54 

【题    名】  多功能汽车教学平台研制 

【作    者】  许见诚;蔡兴旺; 

【单    位】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时代汽车 

【摘    要】  针对我国汽车专业教学中普

遍存在的汽车故障诊断设备紧缺,双师教师

不足等问题,研究开发、制造了"多功能汽车

教学平台",集多门汽车课程实践教学与故障

设置和考核多种功能于一身,受到广大师生

欢迎。同时这种多功能汽车教学平台还可以

给与学生更多的实践操作机会,提高了实训

课的教学效率。 

【年】  2017 

【期】  08 

 

42/54 

【题    名】  基于中职学校《汽车底盘》

理实一体化教学探讨 

【作    者】  陆建国; 

【单    位】  眉山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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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时代汽车 

【摘    要】  如今社会各界对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高,教育界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理念和

教学手段,中职学校的教学中更应做到此点,

实现理实一体化对于提升中职学校教学质

量而言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本文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简要介绍了理实一体化教学特点、

中职学校《汽车底盘》理实一体化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优化中职学

校《汽车底盘》理实一体化教学的相关措施,

以期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年】  2017 

【期】  08 

 

43/54 

【题    名】  汽车维修实训室的蓄电池管

理 

【作    者】  张新锋; 

【单    位】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时代汽车 

【摘    要】  汽车维修实训室的蓄电池与

经常行驶汽车上的蓄电池使用情况完全不

同,蓄电池损坏的主要原因有硫化、失水、析

气、活性物质脱落、自行放电。需要有科学

的蓄电池管理措施。 

【年】  2017 

【期】  08 

 

44/54 

【题    名】  新形势下汽车营销课程的教

学改革探讨 

【作    者】  康濛; 

【单    位】  西华大学; 

【文献来源】  时代汽车 

【摘    要】  在社会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

的外部环大境影响下,在汽车工业蓬勃发展

的当下,在新教学改革的要求之下,如何变革

汽车营销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等,

如何将课程教育与时代需求向匹配,培养出

符合社会需求、达到企业要求的优秀汽车专

业人才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年】  2017 

【期】  08 

 

45/54 

【题    名】  汽车实训教学的 SCE 分析

及对策研究 

【作    者】  姚明傲; 

【单    位】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汽车维护与修理 

【摘    要】  <正>社会对汽车生产、维修、

服务等相关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在不断

扩大,高职院校虽然加大了汽车专业技能人

才的培养力度,加大了实训课程改革的力度,

改进了教学模式,提高了实训教学质量,但随

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

峻,对就业学生的技能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据调查显示,企业对学生并不满意,认为学

校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快速适应

企业的需要。针对这一现状,根据多年高职院

校理论及实践教学、汽车企业锻炼 

【年】  2017 

【期】  04 

 

46/54 

【题    名】  汽车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问题探究 

【作    者】  王井; 

【单    位】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汽车维修 

【摘    要】  <正>一、教学资源库建设研

究综述国外研究现状:在教学资源库的理论

和实践方面,英国和美国 2 个发达国家研究

较早,建立了一系列规范的资源开发标准和

管理标准,在教学资源库建设中重视教学资

源开发的质量和利用率。如美国的一些教育

资源网站,会把分布在不同资源站的相关信

息以教育资源元数据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

并为不同信息需求者提供信息搜索和链接

导向功能,形成了 

【年】  2017 

【期】  04 

 

47/54 

【题    名】  新型学徒制下汽车维修专业

课程教学研究探讨 

【作    者】  姜泽林; 

【单    位】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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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汽车维修 

【摘    要】  <正>一、研究背景现代学徒

制,是教育部 2014年 8月颁布的《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文中

对职业教育院校提出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是企业学徒制度与学校职业教

育制度的结合体。它是通过学校与企业深度

合作,经过教师与师傅联合传授的一种技术

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吸取了企

业学徒制度"干中学、重实践"的优势和学校

职业教育"重理论基础、人才培养强调系统

全面"的优点。 

【年】  2017 

【期】  04 

 

48/54 

【题    名】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汽车

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一体化课程设计 

【作    者】  马士恩; 

【单    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职业中

专; 

【文献来源】  汽车维修 

【摘    要】  <正>近几年国家对职业教育

的支持力度大大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要求:必

须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

育的重心是教学,尤其是适应企业岗位需求

的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教育部对中等职业教

育"教、学、做"一体化、实施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文以创建国家职业学校示范性专业——

汽车运用与维修 

【年】  2017 

【期】  04 

 

49/54 

【题    名】  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院校汽

车营销与服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 

【作    者】  边伟; 

【单    位】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汽车维护与修理 

【摘    要】  <正>高职教育以适应社会需

要为目标,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

技术能力强、对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学习能力

强、社会与岗位适应能力快、创新素质高、

综合素质好的特点。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职

院校,如何立足行业,依托地方,树立面向职业

世界、面向工作世界、面向生活世界的人才

培养理念,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结构,更新教学

内容和改革教学方法,重构专业教育与职业

岗位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已成为高职院校深

化人才培养改革的发展必由之路。 

【基    金】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机制的

创新研究》(项目编号为 2016SJD88003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顾客认知

价值对轿车升级消费影响调查研究-以南京

地区为例》(项目编号为 JR1602) 

【年】  2017 

【期】  04 

 

50/54 

【题    名】  《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课

程理实一体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作    者】  李波;姜峰; 

【单    位】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高职教育的课程改革一直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将传统教室向理实一体化

教室的改造,在实训设备的配置上满足学生

实践动手需要,《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理实

一体的项目课程的总体设计及实施步骤,还

有考核方法的改革,都是在教学实践中重点

探索和改革的。 

【年】  2017 

【期】  07 

 

51/54 

【题    名】  《汽车空调维修》课程一体

化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石也言; 

【单    位】  汽车维修与保养 

【文献来源】  汽车维修与保养 

【摘    要】  <正>如今,汽车空调已成为

现代汽车的标配,且使用频率较高,而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空调系统维护与

修理的业务量也显著增加,但由于我国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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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维修行业基础薄弱、技术发展起步晚、从

业技术人员素质不高、缺乏行业标准或行业

标准贯彻难,因此也导致缺乏技术过硬、理论

功底扎实的汽车空调维修技术人才。一般,

职业院校主要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需求设

置专业,培 

【年】  2017 

【期】  04 

 

52/54 

【题    名】  基于仿真的汽车操纵稳定性

辅助教学设计 

【作    者】  刘春辉;关志伟;杜峰; 

【单    位】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汽车

与交通学院; 

【文献来源】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摘    要】  针对《汽车理论》教学中汽

车前轮角阶跃输入下的瞬态响应难以求解

和 难 以 理 解 的 问 题 , 提 出 运 用

Matlab/Simulink 软件搭建线性两自由度汽

车模型仿真框图,借助专家智慧对该问题进

行求解,并以可视化手段辅助课堂教学;在此

基础上利用当前的研究热点,如四轮转向车

辆和半挂汽车列车操纵稳定性的研究等,对

课程内容进行扩展,以期达到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基    金】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16JCZDJC38200);;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

项目(RC14-13) 

【年】  2017 

【期】  01 

 

53/54 

【题    名】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校

新能源汽车实验实训中心建设探讨 

【作    者】  姜绍忠;阎文兵; 

【单    位】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航空

航天与汽车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汽

车与交通学院; 

【文献来源】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摘    要】  以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为出

发点,通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人才需求特

点进行分析,提出以综合技能实践为主的应

用型大学新能源汽车实验实训中心建设思

路,同时从实践教学模块的划分、实践教学的

功能和设备配置的角度,阐述了新能源汽车

实验实训中心的建设内容,旨在为应用型大

学在新能源汽车实验实训室建设方面提供

参考。 

【年】  2017 

【期】  01 

 

54/54 

【题    名】  汽车尾气排放检测与催化转

化教学实验建设 

【作    者】  房菲; 

【单    位】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设计通讯 

【摘    要】  当前汽车尾气是造成大气污

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机动车污染在大气污

染扮演的角色也尤为突出。根据国内现阶段

大气污染的状况以及相关的科研成果,对大

气污染的控制进行研究分析,运用当前全球

先进的 SCR 烟气脱硝技术,创建与之相配套

的尾气检测与催化剂制备、温度控制、气体

配制、催化转化以及反应检测等在内的整体

性的教学实验系统。利用真实机动车排放的

尾气进行测验,从而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

检测能够对机动车污染排放和工况之间的

联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根据不同类别的催

化剂、操作升温的过程以及发生反应的时间

等参照数据而产生出不同的催化效果进行

对比,培养和激发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

和热情,触发学生科学思维的扩展,从而能够

有效地... 

【年】  2017 

【期】  03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软件技术软件技术软件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45 

【题    名】  基于计算思维的探究式教学

模式的构建——以 C语言程序设计为例 

【作    者】  王子岚; 

【单    位】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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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计算思维的探究式教

学法为基础,对 C 语言程序设计中的“循环

控制”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经过教学实践

证明了探究式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不但由理

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教学效

果和计算思维能力培养效果同步提升。 

【基    金】  2017年度安徽高校自然科学

研究项目重点项目;项目名称:基于真实感的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研 究 与 应 用 ; 项 目 编

号:KJ2017A904 

【年】  2017 

【期】  02 

 

2/45 

【题    名】  软件项目管理的计划和控制

方法研究 

【作    者】  倪丽丽; 

【单    位】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软件行业的开发规模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通过个人方式进行软件开发的模式已经逐

渐不能适应软件开发行业的发展现状。为了

提高软件开发水平和效率,各个软件开发企

业都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采取科学的软件管

理方案,如何将项目管理科学引入软件开发

的过程中已经成为软件开发行业需要深入

探究的问题。在进行软件开发的过程中,通过

软件项目的计划与控制管理已经成为软件

开发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与其他项目

相比软件项目具有其特殊性。软件开发属于

知识产品实体化,不易把握项目的进度和质

量,其次软件开发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鉴于软件开发项目的特点,软件开发项

目管理还很不成熟,本文中对软件开发项目

管理的具体... 

【年】  2017 

【期】  10 

 

3/45 

【题    名】  基于能力培养的 C程序设计

教学探索 

【作    者】  涂昌生; 

【单    位】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职业中

专学校;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在我国,如何培养出动手操作

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端人才一直是亟待探讨

的问题,为了加强市场需求与在校学生课程

学习之间的关联,本文通过对 C 语言程序相

关教学的科研探索,使用不同学科有关 C 程

序的典型案例,分析教学中的重难点,在提高

学生基本专业能力的同时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以达到培养高端人才的目的。 

【年】  2017 

【期】  10 

 

4/45 

【题    名】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作    者】  李玲; 

【单    位】  中北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时代 

【摘    要】  软件工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一

门主要课程,对提升学生的软件开发、团队协

作、沟通、创新及自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该课程教学中重技术轻管理问题,阐述

了课程的培养目标,以及基于培养目标的教

学内容设计。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出了

将任务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教学

的实施框架,阐述了项目驱动教学法在实践

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年】  2017 

【期】  05 

 

5/45 

【题    名】  软件设计模式课程实验教学

系统探索 

【作    者】  周宇;赵洪达;张倩雯; 

【单    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系统应用 

【摘    要】  设计模式是软件工程专业的

重要核心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但其高

度的抽象性给学生学习带来较大困难.针对

该课程及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开发了一个

基于 Spring 框架的设计模式实验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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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务管理平台,该系统采用 B/S 架构,综

合了多种常用设计模式,不仅展示了单个设

计模式的特点,同时展示了这些设计模式在

实际项目开发中的复合应用,有助于学生加

深设计模式方法学理论精髓的理解,提高实

践动手能力,从而为进一步掌握高级软件工

程知识奠定基础. 

【年】  2017 

【期】  05 

 

6/45 

【题    名】  C语言教学中指针与数组的

运用分析 

【作    者】  邱俊玲; 

【单    位】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信息

工程系;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C语言以其简洁的语法规则、

灵活的使用方法深受编程人员的喜爱。一方

面,C 语言所独有的指针可以访问内存资源;

另一方面,C 语言中的位运算可以直接控制

系统的输入/输出端口,这是其他高级语言不

可比拟的。指针作为C语言程序设计的灵魂,

为程序员带来极大的方便,但在教学时,由于

对指针的使用不多,很多学生对指针的概念

模糊,导致 C 语言学习中很多精髓难以掌握,

在此对 C 语言中指针与数组的相关问题进

行分析,以期帮助学生更好得理解指针和数

组的使用方法。 

【年】  2017 

【期】  09 

 

7/45 

【题    名】  浅析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

中的应用 

【作    者】  边新红; 

【单    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素质教育,

采用信息化手段教学,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到

教育领域中,是目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本

文从多媒体技术教学较传统教学的优质说

起,阐述了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方法,并针对存

在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旨在于促进我国

教育水平的发展。 

【年】  2017 

【期】  09 

 

8/45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软件

工程课程改革的探究 

【作    者】  谢慧; 

【单    位】  湘南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本文通过从现阶段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计算机软件工程教学现状出发,分

析了现阶段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实际从教学方法以及教育途径等方

面积极探寻计算机软件工程课程改革的新

方法,保障我国软件工程专业人才的质量。 

【年】  2017 

【期】  09 

 

9/45 

【题    名】  基于工程教育的软件工程专

业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研究 

【作    者】  杨小劲;魏星; 

【单    位】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系;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当前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教学

存在知识结构比较落后,实践教学模式比较

单一,实践团队组织失调,实践教学环节评价

不够完善,校企合作不够深入等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可构建基于工程教育的软件工程专

业的实践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培养大学

生创新能力和工程能力为核心,以校内工程

模拟实践平台和校外实战训练平台两大实

验实践平台建设为基础,以达到培养初级程

序员、中级程序员、高级程序员三层次的人

才培养目的。同时,要不断完善校内工程模拟

实训平台,努力建设软件工程训练基地。 

【基    金】  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软件工程专业‘双能力;两

平台;三层次’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015JGA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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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09 

 

/1045 

【题    名】  “新华传媒 CNONIX 发行

体系示范应用项目”通过验收 

【作    者】  特约记者  潘修睦 

【单    位】  新华书目报 

【文献来源】  新华书目报 

【年】  2017 

 

11/45 

【题    名】  基于 CDIO的软件工程专业

工程实践类课程的改革与实施 

【作    者】  彭辉;铁菊红;文立玉;岳希;

叶振; 

【单    位】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软件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教育 

【摘    要】  提出将 CIDO教育模式应用

到软件工程专业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中,详

细介绍基于CDIO的工程实践类课程培养标

准的制订、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教学内容

和实施、考核方式,根据实践结果说明基于

CDIO 的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模式是可行的,

毕业生的能力能够达到CDIO培养标准要求。 

【年】  2017 

【期】  05 

 

12/45 

【题    名】  面向工程教育的离散数学教

学改革探讨 

【作    者】  朱大勇;李树全;侯晓荣; 

【单    位】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

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能源与科学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教育 

【摘    要】  针对工程教育问题,分析软件

工程专业的特点,按照工程专业认证标准,提

出离散数学课程的达成度计算模型 ,探讨

SPOC和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在

课程中的运用,以期通过改进教学方法和教

学手段,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5 

 

13/45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的软件

测试课程教学体系构建 

【作    者】  鞠小林;陈翔;文万志;张艳梅; 

【单    位】  南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教育 

【摘    要】  针对软件测试课程在教学知

识体系、教学内容、课程教学组织方面存在

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探讨融合

理论、方法、实践 3个维度构建教学知识体

系的思路,阐述在线构建测试工具习得案例

库的要素及综合实训平台设计方法,最后提

出“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反馈和持续改

进策略。 

【年】  2017 

【期】  05 

 

14/45 

【题    名】  iOS软件开发工程师实训课

程教学研究 

【作    者】  钟石根;张良杰;朱丽敏;官磊;

蓝永发; 

【单    位】  厦门南洋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教育 

【摘    要】  以提升 iOS软件开发工程师

实训课程教学效果的探索与实践为例,提出

选岗对接课程是前提、实训教学内容是核心、

教学方法创新是关键。阐述如何通过模拟企

业真实环境开发项目、团队集体学习项目分

工合作、实训内容循序渐进过关测试、开发

过程规范化与质量市场化、举办产品汇报会

暨企业招聘会等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5 

 

15/45 

【题    名】  基于 CDIO理念的《网页设

计制作》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作    者】  王显梅; 

【单    位】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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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网页设计制作课程

教学过程中授课中存在的问题,引入 CDIO

教育理念进行教学改革,该理念体现了产品

的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行,实践表明,这种

理念给教学带来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专

业技能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为今后走上工作

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年】  2017 

【期】  09 

 

16/45 

【题    名】  C语言函数教学方法研究 

【作    者】  范青刚;蔡艳宁;王丽;王忠;

陈菁; 

【单    位】  火箭军工程大学理学院计算

机教研室;火箭军工程大学图书馆;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针对 C语言中函数的重要性

及我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函数的掌握情

况,总结出一套实用的C语言函数教学方法。

首先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介绍函数的概

念,并以此来阐述函数编程思想,然后重点讲

解函数的定义方法——要素提取法、函数的

调用方法及虚实结合的过程,并通过实例强

化学生函数设计的方法,最后对函数的设计

方法进行总结。实践证明,该方法在教学中取

得良好的效果,也培养了学生函数设计的编

程思想。 

【年】  2017 

【期】  08 

 

17/45 

【题    名】  C语言下的计算机软件编程

实验 

【作    者】  柴松均; 

【单    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C语言是计算机应用的基础,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简单的编程过程

简化了程序设计的步骤,解决了编程过程中

存在的复杂问题,对确保程序结果的合理性

和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对 C语言

的了解,对计算机软件编程实验进行分析。 

【年】  2017 

【期】  09 

 

18/45 

【题    名】  C语言下的计算机软件编程

实验 

【作    者】  柴松均; 

【单    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C语言是计算机应用的基础,

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简单的编程过程

简化了程序设计的步骤,解决了编程过程中

存在的复杂问题,对确保程序结果的合理性

和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对 C语言

的了解,对计算机软件编程实验进行分析。 

【年】  2017 

【期】  09 

 

19/45 

【题    名】  项目案例启发教学法在人机

交互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程昌品;邬依林;肖鸣悦; 

【单    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计算机科

学系;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摘    要】  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论

知识到操作技能的有意义的知识建构,是人

机交互的软件工程课程(简称人机交互课程)

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项目案例启发教学

法在人机交互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应用

广泛。以项目开发小组为主体,以项目案例为

驱动开展协作学习,重在解决交互式系统设

计,界面设计的可用性、易用性等教学重点问

题。 

【基    金】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面向教育

信息化的人才培养协同育人基地项目

(xtyr201404);; 

IT/ 互 联 网 开 发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项 目

(2016sjjxjd03);;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1427815069)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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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5 

 

20/45 

【题    名】  职业岗位能力与课程教学的

探讨与研究——以 JAVA课程为例 

【作    者】  周海珍; 

【单    位】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风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计算机

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习计算机的相关

知识,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相关岗位十分重要,

有助于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

软件开发,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

此,研究职业岗位能力与课程教学之间的关

系,以 JAVA 课程为例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

作用,有助于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8 

 

21/45 

【题    名】  依托职业标准的信管专业课

程体系研究——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为例 

【作    者】  赵泉; 

【单    位】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文献来源】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摘    要】  在假设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国

家职业标准是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融合点的

基础上,通过分解和融合的方法,研究适用于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基于职业标准的课程体

系。具体地从研究定位与研究方法入手,分析

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国家职业标准所涉及

的知识和技能,列举了其所涉及的课程,探讨

了依托职业标准建立课程体系的基本思路,

构建了课程体系,同时对其保障措施也进行

了探讨。 

【年】  2017 

【期】  02 

 

22/45 

【题    名】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三

位一体式”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徐英慧;周淑一; 

【单    位】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中

心; 

【文献来源】  软件导刊 

【摘    要】  针对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

教学特点及现状,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三位

一体式"教学模式改革策略。主要包括以案

例驱动和互动教学为特点的课堂教学模式,

以内容分层和积极评价为特点的实验教学

模式,以及以资源共享和泛在学习为特点的

网络教学模式。实践表明,新的教学模式对培

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具有

积极作用。 

【基    金】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学改革

项目(2016KGYB35) 

【年】  2017 

【期】  04 

 

23/45 

【题    名】  基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作    者】  梁志勋; 

【单    位】  河池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摘    要】  在我国经济繁荣发展下,越来

越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

技术人才的需求较大,这样就对计算机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这样的状况,本文对

基于计算机思维能力培养的《C语言程序设

计》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此次研究

中主要从计算机思维教育和《C语言程序设

计》课程教学着手,提出了计算机思维能力培

养的课程教学的优化方案,以此来提升计算

机教学的质量,为现今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

专业人才。 

【基    金】  河池学院 2015 年度课堂教

学模式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5KTJG01) 

【年】  2017 

【期】  16 

 

24/45 

【题    名】  基于单片机的过程控制综合

实验设计 

【作    者】  杨帆; 

【单    位】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科学与技术 

【摘    要】  以 STCl2C5A60S2单片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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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设计开发了基于单片机的低成本过程

控制综合实验,阐述了过程控制综合实验整

体设计,及单片机控制板各个功能的硬件设

计与软件开发,对实验平台的特点进行了描

述。实践表明,通过综合实验训练,让学生从

底层设计并实践反馈控制系统,强化和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综合实践能力。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475337);;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1CDB277) 

【年】  2017 

【期】  02 

 

25/45 

【题    名】  微课在软件工程网络课程平

台中的建设 

【作    者】  郝杰;张博;朱红;张昌明;马金

凤; 

【单    位】  徐州医科大学;中国矿业大

学;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软件工程网络课程平台的应

用,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教学资源,不仅

提高了学习效率,还在与教师的频繁互动中,

激发了学习动力。在软件工程网络课程平台

上嵌入微课群,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

想。教师把难以在课堂上讲解清楚的内容制

成短视频,方便学生反复观看学习,从而让学

生能够更加自主地学习。 

【基     金】   徐州医科大学教改项目

(Xjy201614);徐州医科大学网络课程建设项

目(81748297);;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青 年 教 师 教 改 项 目

(2016QN22) 

【年】  2017 

【期】  08 

 

26/45 

【题    名】  关于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方法探讨 

【作    者】  刘晓晓; 

【单    位】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随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

目前,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互联网时代,计

算机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在生产生活中。为了

保证计算机技术的顺利应用,我国应该要培

养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才。例如培养具有计

算机编程方面的人才。由于计算机编程课程

非常复杂,学习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学生学习

的效果也不太明显,为了将计算机编程课程

简化,在计算机编程中利用C语言程序设计。

本文主要对 C 语言程序设计进行了分析介

绍,并且对教学中提高 C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

的方法,希望能对我国的计算机可能的学习

提供一点借鉴方法。 

【年】  2017 

【期】  08 

 

27/45 

【题    名】  影响软件项目管理关键因素

的探讨 

【作    者】  张辰; 

【单    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

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  通讯世界 

【摘    要】  软件开发工作具有难度大、

复杂程度高、流程复杂等特点,在软件开发中

引入项目管理对于提升软件开发质量、实现

软件工程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详细介绍软件开发工程中引入项目

管理的重要性的基础上系统的介绍了影响

软件项目管理的需求、计划、流程、沟通等

几个关键因素,希望可以为软件工程的发展

提供一些帮助。 

【年】  2017 

【期】  08 

 

28/45 

【题    名】  软件实验平台测试中的运行

剖面划分方法研究 

【作    者】  孙媛;初建崇;李季颖;卢琳; 

【单    位】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科研部;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训练部;海军航空工程学

院院务部;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通过对软件实验平台进行测

试,在测试过程中对软件运行剖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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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软件运行剖面的分类识别过程、分析

运行剖面的特征,给出了软件运行剖面的分

类及其组成类型,为软件实验平台的测试提

供有价值参考。 

【年】  2017 

【期】  04 

 

29/45 

【题    名】  面向应用能力培养的 Java

课程群构建的研究 

【作    者】  刘丹妮;王立娟;翟悦;崔革欣; 

【单    位】  大连科技学院信息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基于 CDIO理念,针对软件工

程专业 Java 软件人才培养需求,提出面向应

用能力培养的 Java 课程群构建体系和实施

方案。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以一个已完成的

实际工程项目为主线。按照企业项目的开发

流程,对学生进行分工,使学生承担企业角色,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有效提高 Java 课

程的教学效率和质量,满足企业对 Java 人才

的技术需求。 

【基    金】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基于 CDIO 的应用型软件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16696)辽宁

省教育厅;基于虚拟企业的民办院校应用型

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6697)辽宁省教

育厅;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平面内有序几

何物体的最优遍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L2015105)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云平台

下智能交通系统隐私保护机制的研究

(201602887)辽宁省科技厅 

【年】  2017 

【期】  10 

 

30/45 

【题    名】  VSS在软件开发实践教学中

的应用 

【作    者】  邓晨曦; 

【单    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我国的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

展,网民数量不断攀升,为了迎合社会的人才

需求,软件开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凸

显。在软件开发实践教学中 ,VSS 非常重

要,VSS 不仅可以提高实践教学的效率,更能

提高学生的自主实践水平,因此将其应用在

课堂上势在必行。本文将具体探讨 VSS 在

软件开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希望能为相关

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年】  2017 

【期】  06 

 

31/45 

【题    名】  《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考

核模式的几点探索 

【作    者】  韩陵宜; 

【单    位】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该文旨在讨论网页设计与制

作课程考核模式的一些创新做法,通过过程

化考核模式、作品考核模式等提高课程的教

学效果。采用学生参与的作品考核评价模式,

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应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使过程化考核得以实施。 

【年】  2017 

【期】  02 

 

32/45 

【题    名】  基于工作室制的体验式软件

测试课程教学研究 

【作    者】  杜海颖; 

【单    位】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世界 

【摘    要】  软件测试是软件工程的一个

重要环节,软件测试课程是培养软件人才的

重要技能课程,以往测试课程的教学多以理

论性的教学为主,部分结合项目进行测试理

论讲解,但是受限于师资等条件,教学效果有

限。结合笔者多年工作实践和教学经验,提出

了基于工作室制的体验式软件测试课程教

学方法,以体验式测试-理论-测试-理论为教

学思路,依托工作室承接的实际项目,展开软

件测试课程的教学,同时利用先进的教学工

具软件,连接课上课下,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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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年】  2017 

【期】  06 

 

33/45 

【题    名】  软件工程系列课程多媒体信

息集成系统研究 

【作    者】  詹慧静;陈燕; 

【单    位】  贵阳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  软件工程系列课程具有理论

和实践并重,又在内容上交叉紧密相连。本文

对如何设计和实现能将系列课程相关信息

快速添加,并能即时集成为多媒体教学软件

的信息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系统

的功能模块、界面设计及部分实现代码。 

【基    金】  贵阳学院“2016年教学团队

-软件工程系列课教程教学团队”(项目编

号:20160265126)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1 

 

34/45 

【题    名】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机

房现场教学方法分析 

【作    者】  刘颖;段丽;白灵;鹿玉红; 

【单    位】  防灾科技学院灾害信息工程

系; 

【文献来源】  黑龙江科技信息 

【摘    要】  从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

现状入手,分析了多媒体机房现场教学在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意义,提出了几

种在机房现场教学中所能运用的教学方法,

这些教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对提高机房现场

教学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    金】  防灾科技学院教学研究与教

学改革项目,资助基金项目编号:JY2014B29 

【年】  2017 

【期】  08 

 

35/45 

【题    名】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 C语言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吴刚;刘付勇; 

【单    位】  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摘    要】  结合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特点和教学目标,分析了当前课程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并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以及考核方式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改革方案,从而实现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基    金】  塔里木大学高等教育教学研

究项目(编号:TDGJ1537) 

【年】  2017 

【期】  05 

 

36/45 

【题    名】  高职编程类课程的翻转课堂

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作    者】  沈漪; 

【单    位】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创新导报 

【摘    要】  该文首先讲述了编程类课程

在高职教学中的现状,阐述了翻转课堂的本

质和目标,描述了编程类课程应用翻转课堂

的目标,然后从微观层面阐述了高职院校编

程类课程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以及实施中出

现的问题,提出了适当的教学策略的选择方

法。 

【年】  2017 

【期】  01 

 

37/45 

【题    名】  软件工程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吕艳霞;曹雅丽;管莹;贾朔; 

【单    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计算机

与通信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在信息社会发展的大潮下,

随着互联网+创新思维模式的提出,针对企

业对高校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创新的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在高校的实验教学中的

普及显得尤为重要。融合创新思维,以软件工

程实验教学为例,在实验内容的设置和实验

环境的开放性上同时考虑实验的综合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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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性,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探索新

型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模式,以创新为理

念,最终提高高校工程类专业课程实验教学

的水平。 

【年】  2017 

【期】  01 

 

38/45 

【题    名】  基于 AHM的机务工程辅助

教学软件开发及应用 

【作    者】  姜颖;陈聪; 

【单    位】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  AHM 是波音公司研发的一

个自动化的维护决策支持系统,是机务维修

技术人员在工作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系统之

一,但由于系统权限较高且使用实时数据,不

能直接应用于机务专业的普通教学。针对课

堂教学需要,结合机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

需求及特点,本文开发了波音公司 AHM 的

模拟辅助教学软件,丰富教学内容及教学手

段,达到提高学生工程实际应用能力,并提高

教学质量的目的。 

【基    金】  中国民航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课题(CAUCETRN-2015-07) 

【年】  2017 

【期】  03 

 

39/45 

【题    名】  C语言程序设计混合式教学

研究 

【作    者】  华中伟; 

【单    位】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摘    要】  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尤其是

在工科类教学中 C 语言程序设计已然成为

不可缺少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可培养学生

思考,设计,编写,查错等方面的编程能力。在

C 语言程序设计中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可

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主动性,达到较好的一个

教学效果。本文以 C 语言程序设计为例,通

过理论联系实际,对两个平行班中的一个班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另一个班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下的教学效果的对比,体现了混合式

教学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更好的促进提

升了学生计算机编程,分析设计,克难查错等

方面的能力。 

【年】  2017 

【期】  02 

 

40/45 

【题    名】  高职软件测试课程实践教学

过程考核体系的探索 

【作    者】  余久久; 

【单    位】  安徽三联学院计算机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  根据高职软件测试课程的教

学目标,以软件企业实际测试工作任务为导

向,探索出一套基于过程的多元化实践教学

考核体系,并运用于该课程考试环节.软件测

试课程实践教学过程考核体系的构建,对于

考查学生软件测试的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

力、软件测试基本方法与技术的掌握、测试

工具的操作水平、撰写测试文档的规范化程

度,以及培养现代高职软件测试技能型人才

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基    金】  2014年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

育学会教育科研规划项目(BCB14035);; 

2015 年 安 徽 省 省 级 质 量 工 程 项 目

(2015mooc104);; 

2013 年安徽三联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13zlgc023);; 

2015 年安徽三联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15zlgc029) 

【年】  2017 

【期】  02 

 

41/45 

【题    名】  创新创业项目训练在 C语言

课程教学改革中的运用与探索 

【作    者】  李忠儒; 

【单    位】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文献来源】  办公自动化 

【摘    要】  C语言程序设计是工科专业

的基础课程,只有在授课过程中融入部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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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选用的案例尽量贴近专业,增加创新

创业项目训练,才能对深入学习后续课程打

下良好的基础,为创业就业提供必要的条件,

本文论述了创新创业项目训练的意义、在 C

语言教学中怎样引入项目训练、实施项目训

练后的效果及项目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进

行了论述。 

【年】  2017 

【期】  04 

 

42/45 

【题    名】  基于“过程创新”的《VB

程序设计》实验教学改革 

【作    者】  王彩霞; 

【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软件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通过对高校 Visual Basic程

序设计实验课程的现状进行分析 ,明确

Visual Basic实验教学需要改革的内容,并给

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将改革措施应用到实

际教学中,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创新能

力的培养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希望能引发

实验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 

【基    金】  辽宁科技大学 2016 年实验

教学改革及实验室建设项目 

【年】  2016 

【期】  34 

 

43/45 

【题     名】   使用 Ajax 技术在传统

WebForm项目中实现MVC模式 

【作    者】  梁晓强;魏宏昌;王志娟;王英

杰; 

【单    位】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正>微软Web Form开发方

式在 B/S 程序中的使用由来已久,这种开发

方式简单便捷容易上手 ,主要通过创建

ASPX动态页面、添加控件、编写事件代码

的方式来实现快速开发。其缺点是程序员不

能够很好的控制 B/S 交互的细节,且事件代

码可重用性较差。本文将介绍通过在 Web 

Form 开发方式中使用 Ajax 技术,从而实现

MVC 开发模式中的灵活性和可复用性的具

体方法。当今企业级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分为

Java方向和.NET方向,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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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微信平台的高校程序类

课程的移动学习 

【作    者】  高丽平;夏敏捷; 

【单    位】  中原工学院计算机学院; 

【文献来源】  纺织服装教育 

【摘    要】  为了提高高级语言程序类课

程的教学质量,中原工学院计算机学院开展

基于微信平台移动学习的教学改革。以 C语

言教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课程

资源分类整理与设计、微信移动学习平台搭

建,开展微信在线移动辅助学习活动,作为课

堂教学的辅助教学手段,以弥补传统教学方

法的不足,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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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面向数据工程师培养的软件

工程专业课程群建设 

【作    者】  应毅;任凯;顾问; 

【单    位】  三江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教育 

【摘    要】  大数据和云计算是当前 IT

行业两个最大的创新,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带

动人才需求的高速增长。在分析计算机专业

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在软件工程专

业下设置数据工程方向;对应用型数据工程

师的能力培养进行剖析,给出数据工程课程

群的整体设计,详述实验课和实验室建设的

思路和方法。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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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素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

情感研究 

【作    者】  刘子楠; 

【单    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北方文学(下旬) 

【摘    要】   高职素描教学的主要目的

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让学生掌握素描绘

画语言、表达技巧以及形式美感,以便使学生

能够掌握并且正确使用素描,并且指导学生

在朝着相关专业方向进步,审美素养得到进

一步提升。文章先简要分析了素描审美样式

以及素描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情感的重要

性,然后结合高职素描教学特点,探讨了学生

审美情感的培养方法,以供参考。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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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论美术教学中调色技巧的训

练——以茶叶包装构图着色为例 

【作    者】  高有宏; 

【单    位】  西安工业大学; 

【文献来源】  福建茶叶 

【摘    要】   色彩作为美术绘画的基本

构成要素之一,在实际绘画作品的创作中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色彩的灵活运用,不仅能激

发创作者的绘画灵感,还能为欣赏者带来丰

富的视觉盛宴。因此,学校美术教育对色彩教

学也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色彩的调色技巧

训练教学,已成为美术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之

一。本文以茶叶包装的构图着色为例,详细阐

述了茶叶包装构图着色中调色的应用,从中

探索出美术教学中的调色训练技巧。以期开

创茶叶包装教育教学应用的新领域,训练学

生的调色技巧,提高学生的美术绘画功底。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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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 OSA-UCS 数据的

CIECAM02图像复制色差评价 

【作    者】  杨文兵;万晓霞;邹文华; 

【单    位】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武

汉大学;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为了改进彩色图像复

制时在不同观测环境下的误差,将优化后的

色貌模型引入色彩信息转换。方法在分析

CIECAM02-Jab用于彩色图像复制的色彩评

价的基础上,提出利用 OSA-UCS 数据集建

立新的优化色貌空间实验方案。利用线性回

归的方法,调整原始颜色空间中的明度和彩

度,构建出新的均匀颜色空间 J_xa_xb_x。结

果 经 过 检 验 发 现 新 的 优 化 色 貌 空 间

J_xa_xb_x色差的离散程度减轻,空间更趋均

匀,更加符合均匀性标准。结论新的优化色貌

空间 J_xa_xb_x修正了均匀颜色空间的均匀

性,比 CAM02 初始色貌空间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对彩色图像复制的色差评价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275172);; 

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973)(2012CB725302);; 

高 等 学 校 访 问 工 程 师 校 企 合 作 项 目

(FG2016129)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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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多模态白酒广告人际意义的

分析 

【作    者】  匡立;马菡; 

【单    位】  西南医科大学;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该研究以系统功能语法和

视觉语法为理论基础,采取定量和定性的方

法,以泸州老窖公开传播的 15个网络广告为

案例,对白酒广告的人际意义系统和人际意

义项目的选择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白

酒广告运用人际意义系统中参与者、交流功

能、视点、社会距离、视角以及情态,使消费

者接受或内化广告表达的思想文化和观点

态度,实现说服的功能。 

【基    金】  2016年度泸州市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课题《多模态白酒广告人际意义

的分析》(LZ16A80)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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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多模态白酒广告人际意义的

分析 

【作    者】  匡立;马菡; 

【单    位】  西南医科大学;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该研究以系统功能语法和

视觉语法为理论基础,采取定量和定性的方

法,以泸州老窖公开传播的 15个网络广告为

案例,对白酒广告的人际意义系统和人际意

义项目的选择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白

酒广告运用人际意义系统中参与者、交流功

能、视点、社会距离、视角以及情态,使消费

者接受或内化广告表达的思想文化和观点

态度,实现说服的功能。 

【基    金】  2016年度泸州市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课题《多模态白酒广告人际意义

的分析》(LZ16A80) 

【年】  2017 

【期】  07 

 

6/66 

【题    名】  以实践为导向的广告创意课

程教学改革探析 

【作    者】  阳艳群; 

【单    位】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传媒与艺

术设计系;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广告创意是广告教学的核

心内容,然而,广告创意课程教学与广告创意

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需要解决教

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两道难题。

促进广告创意教学贴近广告工作实际,培养

学生广告创意的实践素养和能力是广告创

意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要实现教学改

革目标,就要使教学内容贴近广告创意实践

要求,使教学形式满足广告创意工作要求,使

教学考核体现广告创意实践工作特点。 

【基    金】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营销与策划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2013JGB284)? 

【年】  2017 

【期】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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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成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路径探析 

【作    者】  项华; 

【单    位】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当前,成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存在如下问题:主管部门重视不够,

成人思政教育投入不足;政治色彩和教化意

图明显,教学内容重复较多;教学方法单一,

无法满足成人学生的学习要求;成人大学生

学习热情普遍缺乏,对思政教育重视不够。这

主要是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认识,教学内容陈

旧,教学方法单一,学科地位低等因素造成的。

要提高成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及教育工作者要切实提高对成人思想

政治教育的认识;改革成人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过程;转变教学观念,

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创新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基    金】  2010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成人脱产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和研究”

(SCG566)? 

【年】  2017 

【期】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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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 Cortex-M3和树莓派的

FDM双色 3D打印机设计 

【作    者】  张晶;王阳萍; 

【单    位】  兰州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文献来源】  电子制作 

【摘    要】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普及,

人们对于能够打印模型色彩多样化及对打

印机方便实时监控有了极大的需求。本文介

绍了一种基于 Cortex-M3 核心控制板的

FDM双色 3D打印机设计方案,在单色 3D打

印机基础上并行接入打印头,通过温度控制

模块将采集温度值传给控制板进行温度控

制,同时在断电检测、断料续打等功能的辅助

下,减少材料和时间的浪费,保证模型打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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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实验表明,该 3D打印机性能稳定,能够较

好地完成打印任务。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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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改进 K-means算法的彩

色超声图像分割 

【作    者】  郑晓霞;赵青杉;陈文杰; 

【单    位】  忻州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   医学中的彩色超声图像受

成像机理的影响,会出现对比度不高、边缘不

清晰的现象。传统的图像分割方法存在处理

结果准确率低、部分目标丢失等问题。文章

针对图像分割中广泛应用的 K-means 算法

依赖初始聚类中心和搜索易收敛于局部最

优等不足,在基本粒子群算法中加入惯性权

重来提高收敛性能,并用该算法确定初始聚

类中心,解决 K-means 的缺陷,然后将改进算

法应用于 L*a*b 颜色空间的彩色超声心脏

图像分割中。实验显示,改进方法改善了聚类

结果的准确率和稳定性,且聚类时间也短,对

色彩度低的超声图像可取得很好的分割效

果。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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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再现与表现:情境教学中主

体之所为——对杜威的“情境”与“主体”

的思考 

【作    者】  李继刚; 

【单    位】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台北市

立大学教育学系; 

【文献来源】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摘    要】   杜威的教育理念"教育即生

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集中反映出经

验主义的思想印记。通过再现与表现的途径,

教师创造出教室里的生活情境,即教学情境。

旨在依靠环境的作用,引起学生的某些反应,

达到教育的效果。在再现的物质情境或表现

的虚拟情境,教师和学生作为能动的主体,发

挥个人的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将体现个

人色彩的经验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主体的能

动性是一种思维形式。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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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色彩心理学效应在多媒体课

件配色设计中的方案探究 

【作    者】  王慧; 

【单    位】  内蒙古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摘    要】   多媒体课件教学已成为高

校课堂教学的主流方式。色彩搭配设计是多

媒体课件能否快速吸引学生的重要因素,本

文通过色彩的心理学效应特点,介绍几种多

媒体课件配色设计中的配色方案。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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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浅谈校园 VI 设计中色彩的

应用 

【作    者】  廖莹;曾显峰;邓秀茹;李嘉祥; 

【单    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技创新与应用 

【摘    要】   在 VI 设计中,各式各样的

要素影响着作品的效果,色彩则是其中一个

影响着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要素,一

个好的 VI 设计作品必然会有引人入胜的视

觉传达效果。文章简述了色彩在 VI 设计中

的重要性及影响,结合作者参与的项目论述

了色彩在实例中的应用效果。 

【年】  2017 

【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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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欢迎订阅·赐稿·刊登广告 

【单    位】  炭素技术 

【文献来源】  炭素技术 

【摘    要】   <正>《炭素技术》杂志创

立于 1982年,是经国家科委、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炭素专业科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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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办刊宗旨是交流技术、传播信息,促进炭

素工业及炭材料学科技术进步。《炭素技术》

设有专家讲座、实验研究、经验交流、综合

述评、计算机应用与控制、技术改造、节能

环保、行业信息、企业动态、消息报道、文

摘、专利等栏目。《炭素技术》杂志目前已

成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已加

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系统数字化期刊

群等,同时还被《美国化学文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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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美术专业素描教育教学创新

研究 

【作    者】  赵金霞; 

【单    位】  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伴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发

展与改革,许多新式教学思想逐渐融合到各

个学科教学工作中,其中包括美术专业的素

描教学。在美术专业日常教学工作里,素描教

学作为基本教学科目,对学生美术能力的培

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教学过程

里,素描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就。然而在

日常教学过程里,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

问题阻碍了我国美术专业素描教学的进一

步发展。本文基于当前美术专业素描教学现

状出发,论述了当前素描教学工作中存在着

的一些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创新型教学策

略。 

【年】  2017 

【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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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舞台灯光建筑技术条件研究 

【作    者】  陈川; 

【单    位】  浙江安达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摘    要】   现代科技的发展十分迅速,

多媒体技术得到了相当程度化的普及。在日

常生活中 LED 的使用也越来越常见。这类

技术的发展是生活在繁忙都市的人们可以

在上下班中感受到色彩和灯光的魅力。在众

多媒体技术中,舞台灯光的运用是值得研究

的一个项目。本文将针对舞台灯光建筑技术

条件进行分析和研究。 

【年】  2017 

【期】  16 

 

16/66 

【题    名】  浅谈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及

其应用 

【作    者】  黄达明; 

【单    位】  广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信息

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科技

水平的不断提高,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逐渐

走入了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过程中。计算

机图像处理技术的使用范围相当广阔,该技

术是指工作人员应用计算机理论为图形信

息或是数据的获取、加工处理提供科学支持

的技术,其中涵盖了制造业、广告传播、项目

技术、农产业和计算机处理技术互相关联的。

图像是人们采集外部数据的重要路径之一,

图像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带来了诸多

方便,其对人们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文章对计

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基本内容进行了阐述,并

对其应用进行了研究。 

【年】  2017 

【期】  16 

 

17/66 

【题    名】  基于双常数 Kubelka-Munk

理论光谱配色模型的研究 

【作    者】  王美娟;邢洁芳; 

【单    位】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

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摘    要】   针对专色油墨配色这一薄

弱环节,对光谱配色方法进行了研究,使得在

提高印刷速度与质量的同时,保证了色彩再

现 的 一 致 性 。 首 先 建 立 基 于 双 常 数

KubelkaMunk 理论的光谱配色数学模型,给

出其各参数的求解方法;然后用丙烯颜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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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印刷油墨进行专色油墨配色实验,将标准

色样光谱反射率代入数学模型中得到标准

色样的浓度配方;最后根据油墨浓度配方得

到实际色样,通过计算实际色样与标准色样

的色差和光谱近似程度验证光谱配色精度。

本配色模型所得到的实际色样和标准色样

的色差小于 3,说明可以满足一般产品的配

色;GFC 值约等于 1,说明实际色样的光谱反

射率曲线和标准色样的光谱反射率曲线吻

合情况较好。基于双常数 Kubelka-Mun... 

【基    金】  江苏省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

究项目(项目号:BY2016006-01) 

【年】  2017 

【期】  02 

 

18/66 

【题    名】  素描在中职艺术设计专业中

的作用探析 

【作    者】  张静; 

【单    位】  河南省民政学校;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素描课程作为中职艺术院

校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学科,有助于培养

中职学生在进行设计和造型时的素描能力,

可以有效发散学生的抽象思维。但是目前中

职院校的部分师生,没有认识到素描的学习

意义和素描与设计之间的联系,认为素描在

中职艺术设计教学中可有可无。本文就分析

素描的教学内容,探析素描之于中职艺术设

计专业的作用,就当前中职院校素描教学情

况提出改进建议。 

【年】  2017 

【期】  12 

 

19/66 

【题    名】  基于空间认知的境外道路三

维可视化研究 

【作    者】  杨明远;郭文月;杨瑞杰;吴加

剑; 

【单    位】  信息工程大学; 

【文献来源】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摘    要】   随着近年来中国出境客流

井喷式增长,国内用户对境外交通地图产品

的需求不断增加。长期以来,境外道路数据因

其数据资源较少,道路标准与国内存在较大

差异,导致国内用户对其理解与应用等方面

都存在着较大难度。境外道路数据在三维环

境下的可视化研究工作旨在增强地图表现

力,提高用户在难以接触实地情况下的快速

认知水平。本文基于空间认知理论,结合地图

学和色彩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境外矢量道路

数据的三维可视化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基

于 Google Earth平台 Open StreetMap(OSM)

道路数据的二级解译模式和三维环境下道

路符号中的视觉层次建立方法 ,并在

EV-Globe 海量空间信息平台的三维环境中

进行实验。 

【年】  2017 

【期】  04 

 

20/66 

【题    名】  基于 Roberts梯度与 HIS色

彩空间的 SAR图像伪彩色编码 

【作    者】  陈亚欣;武文波; 

【单    位】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与地

理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摘    要】   针对 SAR灰度影像信息不

丰富,不利于解译识别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Roberts梯度与HIS色彩空间的 SAR图像

伪彩色编码算法。首先,计算 SAR图像的梯

度图像,并确定梯度阈值 T;然后,比较像素梯

度与阈值的大小 ,大于阈值的像素按照

Roberts梯度方法编码,否则按照基于 HIS色

彩空间方法编码;最后,对两种编码结果进行

合成 ,得到最终伪彩色 SAR 图像。利用

TerraSAR-X 影像数据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

表明:本文研究的方法均能达到很好的伪彩

色编码效果。 

【年】  2017 

【期】  04 

 

21/66 

【题    名】  警惕建筑伪节能 

【单    位】  重庆建筑 

【文献来源】  重庆建筑 

【摘    要】   <正>自从国家颁布新的建

筑节能标准以来,节能建筑销售逐渐红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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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下,一些新建项目的楼房中,零能耗、

自然生态循环系统之类以节能、环保为主题

的广告语层出不穷。目前节能建筑宣传存在

"虚火"成分。一些开发商只是把节能当做卖

点,很多号称节能建筑实际上是"伪节能"建

筑。"伪节能"建筑主要有两种表现: 

【年】  2017 

【期】  04 

 

22/66 

【题    名】  基于无人机巡线图像的地面

油气管道识别方法 

【作    者】  雍歧卫;喻言家; 

【单    位】  后勤工程学院军事供油系;

后勤工程学院研究生管理大队; 

【文献来源】  兵器装备工程学报 

【摘    要】   限于成本,无人机搭载的任

务设备主要为普通数码相机,采集的是可见

光图像,针对此种情况,提出了一种利用彩色

分割及形状检测识别油气管道的方法,首先

需要设定感兴趣区域 ROI,计算出协方差矩

阵 C 和均值 m,并使用欧氏距离、马氏距离

对图像进行彩色聚类分割,然后对分割图像

填色后进行边缘检测,最后根据边缘图像进

行霍夫变换来检测直线特征,实现复杂环境

下对管道位置的自动定位。测试图像库包含

300 幅图像,识别准确率达到 80.3%,实验结

果表明,在色彩差异较大背景中,基于颜色和

形状特征的识别方法能有效进行管线跟踪

定位。 

【年】  2017 

【期】  04 

 

23/66 

【题    名】  竞技武术套路技术体系及其

规则嬗变研究 

【作    者】  纪欣华; 

【单    位】  上海体育学院; 

【文献来源】  青少年体育 

【摘    要】   <正>武术是我国传统体育

项目之一,但是在早期,其更多以一种神秘的

色彩出现,直到其被纳入我国现代体育运动

体系内,整个武术运动逐渐进入全新发展阶

段,经过几十年的系统化发展,武术运动的竞

技元素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其不断前进的重

要动力。随着竞技武术套路体系不断成熟,

其实施的竞技规则也在不断修改,直至丰富。

规则的设置为竞技武术运动发展起了导向

作用,因此研究其规则的具体变化状况,能够

帮助我们有效应用竞技 

【年】  2017 

【期】  04 

 

24/66 

【题    名】  改进的暗原色先验单幅行车

视频图像去雾方法 

【作    者】  熊彪;黄志勇;田超;占静; 

【单    位】  三峡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

院; 

【文献来源】  微型机与应用 

【摘    要】   为了实现对行车视频中单

幅雾霾图像的快速去雾,针对现有暗原色先

验去雾方法在局部明亮区域存在透射率估

算过低、算法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

的去雾方法。该方法在处理不同的像素点时,

通过设定门限值,使得门限值范围内的区域

保持原透射率不变,不在门限值范围内的区

域使用边界条件限定,结合调整参数重新计

算透射率,求出更准确的自适应透射率图。实

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修正了错误估算的透

射率,克服了原算法在处理这些区域时产生

的色彩失真,生成了高质量的无雾图像。 

【年】  2017 

【期】  08 

 

25/66 

【题    名】  中国传统文化应成为高职院

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龙翔; 

【单    位】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安徽文学(下半月) 

【摘    要】   20世纪 90年代自西方传入

中国的通识教育理念,近几年在各高校得到

如火如荼地发展,部分高校沿用西方的通识

教育方法及体系收效甚微,在当前物质主义、

功利色彩浓郁的社会大环境中,传统文化应

成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完成其"重

塑学生价值观,重构健全人格"的使命,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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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 

【年】  2017 

【期】  04 

 

26/66 

【题    名】  如何通过“大广赛”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以广播广告作品类别的

创作为例 

【作    者】  任娟; 

【单    位】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新闻研究导刊 

【摘    要】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以下简称"大广赛")是全国高校大学生赛事

中影响力较大的比赛,全国有上千所院校参

加,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价值的平

台,高校学生可以在参赛的过程中提高广告

创意与制作的水平,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当今

国内众多高校广告及相近专业学生的能力

与水平。回顾以往的参赛经历,我们从中不断

地摸索、总结,也收获了不少的成就。本文从

教师的角度,探讨如何调动学生的参赛热情

以及如何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优势进行创作,

着重从广播广告的创意与制作上分析了如

何指导学生参加大广赛。 

【基    金】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校级课题

“以‘大广赛’为平台提高广告专业学生的

实践能力”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1029011)

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8 

 

27/66 

【题    名】  广告学专业课程设计环节教

学改革探讨 

【作    者】  吕俊芳; 

【单    位】  辽宁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新闻研究导刊 

【摘    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

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广告学专业

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必

定会对广告学专业课程的设计环节进行改

革,以适应形式的变化。本文就当前广告学专

业课程的设计环节教学遇到的一些问题作

出了相关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

的改革途径。 

【年】  2017 

【期】  08 

 

28/66 

【题    名】  流行音乐在中学音乐教学中

的运用与思考 

【作    者】  李芳; 

【单    位】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在以应试教育为背景的教

育环境下,音乐教学一向不被人们重视,流行

音乐更是被边缘化,但当前流行音乐已成为

当代中学生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基于此,

文章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流行音乐的教学状

况,并重点讨论了如何在音乐教学中融入更

多学生喜爱的流行乐色彩,同时又能兼顾到

传统音乐的传承,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年】  2017 

【期】  08 

 

29/66 

【题    名】  艺术设计专业中色彩教学的

探索 

【作    者】  王家荣; 

【单    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对于艺术设计专业而言,色

彩课程是培养学生设计能力及审美能力的

重要课程之一,色彩教学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此,文章在论述色彩教

学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从

教学定位和教学方法两方面探索了艺术设

计专业中的色彩教学。 

【年】  2017 

【期】  08 

 

30/66 

【题    名】  工业设计专业设计素描课程

教学方法探索 

【作    者】  张军; 

【单    位】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当前,不少院校在素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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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影响了

素描课程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文章通过分析

工业设计专业设计素描课程的教学现状,对

工业设计专业设计素描课程的教学模式作

了研究性的改革与探讨。 

【年】  2017 

【期】  08 

 

31/66 

【题    名】  基于 ViBe 的动态目标检测

算法优化 

【作    者】  张荣刚;顾强; 

【单    位】  中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机械与电子 

【摘    要】   针对 ViBe算法在动态目标

检测中鬼影和阴影现象难以消除的问题,在

ViBe 算法基础上提出三点算法优化方法。

首先在背景建模中扩大样本取值范围减少

判别误差,然后利用鬼影区域定点背景模型

重建方法快速解决由动态目标建模中导致

的鬼影问题,最后在 HSV色彩空间中利用色

度找出候选阴影区域,比较区域梯度阀值消

除动态目标的阴影。实验证明优化后的ViBe

算法不仅保留了其动态目标检测实时性高

的优点同时也能够很好的解决原本算法中

存在的鬼影和阴影问题,从而能够很好地将

动态目标从背景图像中分割,利用分割后的

图像可以实现固定背景下动态目标跟踪。 

【年】  2017 

【期】  04 

 

32/66 

【题    名】  “以赛促学”模式在广告课

程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以全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大赛为例 

【作    者】  夏建军;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

院; 

【文献来源】  传媒 

【摘    要】   本研究以"以赛促学"模式

为研究对象,对广告课程教学中建立"以赛促

学"模式的必要性、具体执行方案、师生考

评方式、常见弊端及反思进行深入的探讨,

重点分析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程质量控制体

系。本研究认为,在传媒类专业应用型教学改

革中,在广告课程教学中建立"以赛促学"模

式利大于弊,应鼓励学生参加权威性高、参与

度广、专业性强和应用性高的广告赛事,提高

广告创作水平,增强就业核心竞争力。 

【基    金】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重点项目“跨界视野下地方高校培养卓越

采编人才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14202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8 

 

33/66 

【题    名】  基于 FPGA+DSP 架构的嵌

入式视觉跟踪系统 

【作    者】  鲁国智;石晶辉;彭冬亮;谷雨; 

【单    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信息

传输与融合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首都

航天机械公司; 

【文献来源】  机电工程 

【摘    要】   针对视觉监控应用的实时

性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 FPGA+DSP架构的

嵌入式视觉跟踪系统。以 FPGA作为主控制

器,负责视频的采集,并对图像进行了自动调

光、色彩插值、中值滤波和白平衡预处理,

通过 PCIE接口将DSP的处理结果输出至上

位机进行了显示。DSP 通过 EMIFA 接口从

FPGA 接口获得了高质量的图像,采用基于

均值漂移的跟踪算法进行了目标跟踪。阐述

了系统各个模块的接口设计及主要算法的

实现,并进行了系统的优化设计。实验结果表

明,经过预处理后,图像亮度适中,图像色温得

到了校正,系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图像。经过

代码优化后,跟踪算法能够稳定跟踪目标,算

法处理每帧图像平均时间为 13ms,能够满足

实时性要求。 

【年】  2017 

【期】  04 

 

34/66 

【题    名】  高职院校设计色彩教学的思

考 

【作    者】  李蔚苹; 

【单    位】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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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设计色彩学是高职院校艺

术教学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其教

学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高

职院校的设计色彩教学展开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结合高职院校的设计色彩教学现状与

笔者的自身经验总结出了几点应对措施,具

体从编制适用于高职学生的色彩教材、提高

教学设计合理性、丰富设计色彩教学方法等

方面探讨了高职院校设计色彩教学的改革

创新,以期能够对我国高职院校色彩教学水

平的提升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02 

 

35/66 

【题    名】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广告设

计与制作专业核心业务课程实训体系的构

建 

【作    者】  李毅; 

【单    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 

【文献来源】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 

【摘    要】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专科)为背景,结合实

训体系构建的特点,从课程体系、教学目标、

内容体系、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对广告设计

与制作专业的核心业务课程实训体系构建

进行探索性的讨论和研究。 

【年】  2017 

【期】  02 

 

36/66 

【题    名】  FLASH 与网络广告制作课

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作    者】  江玉珍;付珍鸿 

【单    位】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强调

教与学、课内与课外时间翻转的教学模式,

基本顺序是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交流互动、

课后拓展应用。该文以《FLASH 与网络广

告制作》课程为例,将网络平台的自制微课程

视频作为主要课前自学内容,课堂中采用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并采用多方位考核

评价,使翻转课堂教学顺利实施。如何设计与

重构教学设计、制作微课程视频及课堂掌控

与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是实施该

教学模式过程中值得探索的问题。 

【年】  2017 

【期】  06 

 

37/66 

【题    名】  FLASH 与网络广告制作课

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作    者】  江玉珍;付珍鸿; 

【单    位】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强调

教与学、课内与课外时间翻转的教学模式,

基本顺序是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交流互动、

课后拓展应用。该文以《FLASH 与网络广

告制作》课程为例,将网络平台的自制微课程

视频作为主要课前自学内容,课堂中采用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并采用多方位考核

评价,使翻转课堂教学顺利实施。如何设计与

重构教学设计、制作微课程视频及课堂掌控

与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是实施该

教学模式过程中值得探索的问题。 

【年】  2017 

【期】  06 

 

38/66 

【题    名】  场景模拟教学法在“广告实

务”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马志远; 

【单    位】  武昌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广告学

专业毕业生应具备较强的专业操作能力和

岗位适应能力。"广告实务"作为广告学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重点在于培训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文章以场景模拟教学法在"广告

实务"课程中的应用为侧重点,分析了该教学

法实施的前提条件,对场景再现、角色分配、

演示点评等实现过程进行描述,并提出因缺

乏专用教材,场景模拟训练模块需与时俱进;

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需调整传统教学考核方式和评分体系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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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项,以便为应用型广告学专业教学提供

参考。 

【年】  2017 

【期】  07 

 

39/66 

【题    名】  基于移动传媒平台的高职课

堂教学创新思考与实践——以高职《广告策

划与运作》课程教学为例 

【作    者】  李莉;汪建云; 

【单    位】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贸

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手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自

媒体;微信,为用户提供即时的、自主的移动

社交与传媒平台。它们二者都受到了广大学

生的追捧,渗透入高职课堂,屡禁不止。既禁

不止不妨变禁为导,导其向学。如何发挥教师

的教学机智,正确引导学生们使用手机进行

学习,激发学习热情,保持学习兴趣,拓展学习

范围,提升学习效果,从高职课堂教学的现实

窘境入笔,分析"微课堂"的特征与主要模式,

以使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广告策划与运作》

课程教学为例,探讨基于智慧学习理念的高

职泛在化学习平台的实现。 

【基    金】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校

企共建项目课程三赢机制实证研究——以

《广告策划与运作》课程校企共建为例”(编

号:Y200909525),主持人:李莉 

【年】  2017 

【期】  09 

 

40/66 

【题    名】  广告学专业课程双向性需求

实践教学模式及特色 

【作    者】  张士勇; 

【单    位】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广告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

用学科,由于其实践性较强,单纯的理论教学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广告学专业

的发展要求,其教学模式必然也需要进一步

探索和完善。广告学专业课程双向性需求实

践教学模式能够实现传统教学与新媒体技

术、理论基础知识和综合实践经验、协作性

与互动性以及教育输出与市场需求的双向

对接,对广告学专业课程的发展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基    金】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年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广告学专业课程双向需

求实践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3131)

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9 

 

41/66 

【题    名】  以广告设计竞赛为导向的招

贴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 

【作    者】  王禹; 

【单    位】  大连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招贴设计课程是高校视觉

传达专业课程建设中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本

文从以竞赛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模式出发,讨

论了当今高校招贴设计课程的现状、以及竞

赛模式课程改革做作用,并结合自身的教学

实践探索了以竞赛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实施

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以竞赛为导向模式在招

贴设计实践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 

【基    金】  大连艺术学院 2016 年度专

项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3 

 

42/66 

【题    名】  《广告文案写作》实训课程

的新改革——以辽宁广告职业学院为例 

【作    者】  刘冰; 

【单    位】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源于课改和提倡技能式教

学的契机,对广告文案课程进行了梳理,充分

对应策划与营销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坚持课题式教学,

从四方面保证实训课程的改革落实。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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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3 

 

43/66 

【题    名】  模拟情境式广告策划与创意

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作    者】  王颖; 

【单    位】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广告创意与策划》作为

广告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动手实践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文章以模拟

情境式的广告实践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广

告教学实践方法改革。 

【基    金】  西北民族大学 2015 年校级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模拟情景式广告策划与

创意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阶段成果

(编号:2015XJJG30-1001670123) 

【年】  2017 

【期】  05 

 

44/66 

【题    名】  以“生”为本的广告设计基

础教学改革与实践——评《广告设计基础》 

【作    者】  徐海芳; 

【单    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科学 

【摘    要】   <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和各种经济形态迅速地更新迭代,"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年代己经一去不复返了,广告设计

作为一种专业被更加广泛地得到实际的运

用。当然,广告设计无非一种职业,当代的广

告设计就是基于计算机平面设计技术应用,

随着广告行业发展所形成的一个新职业。该

职业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各种素材和艺术元

素,通过相关设计软件为实现广告目的和意

图进行平面艺术创意的一种设计活动或过

程,因此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的创作,

而不是简单的技能表达。随着社会需求的日

渐增强,广告设计成为了当代 

【年】  2017 

【期】  02 

 

45/66 

【题    名】  独立学院项目化教学要素与

模式研究——以广告学专业为例 

【作    者】  齐春媚; 

【单    位】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自身的特

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独立学院在教学体

系设计、教学模式、课程体系设置方面有着

自己的选择性。目前,高等教育到了转型和改

革的攻坚期,教育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成为改

革前行的目标之一,项目化教学作为与实践

联系最为紧密的教学模式进入人们的研究

视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样是广告学专业

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

项目化教学已经成为教学改革的趋势。 

【基    金】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教改

课题《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课程项目化实践

教学研究》结项成果,项目编号为NJY201409 

【年】  2017 

【期】  06 

 

46/66 

【题    名】  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广告策

划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陈震寰; 

【单    位】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网络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各

个方面以及沟通传播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对广告策划人才也产生了新的需求,针

对社会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认真研究

了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广告策划改革举措。 

【基    金】  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 年课题“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高

职市场营销专业《广告策划》课程教学改革

与 实 践 ”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项 目 编

号:1201553015) 

【年】  2017 

【期】  06 

 

47/66 

【题    名】  移动互联时代广告文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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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的构建与实现 

【作    者】  丁洁; 

【单    位】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

院; 

【文献来源】  传媒 

【摘    要】   移动互联时代对广告文案

创作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探讨了在新

的教育形势下,广告文案课程以教育结果分

类理论为指导,根据学生的学情特点,构建符

合社会人才需求的课程教学目标,并运用现

代教育技术手段,对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设计。通过科学的教学环

节设计、教学实施,使得广告文案课程教学的

质量得以提升,教学效果被优化。 

【基    金】  2015年度校级教学研究与教

改激励立项项目“互联网思维下广告文案系

列 课 程 建 设 研 究 与 实 践 ” ( 项 目 编

号:2015JGY37);; 

2016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

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6JGB301)的阶段成

果 

【年】  2017 

【期】  04 

 

48/66 

【题    名】  高职院校平面广告设计课程

项目化教学探索 

【作    者】  王家; 

【单    位】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与设计(理论) 

【摘    要】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结构就

是以"项目"为主线,将教学内容与"项目"有

机地贯穿在一起。它既能使学生更好、更快

地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增强动手能力、思辨能力、探究能力、创新

能力和社会能力,又能构建一个开放性、研究

性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有足够的空间,按自己

的方式去进行研究性学习。 

【年】  2017 

【期】  02 

 

49/66 

【题    名】  广告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作    者】  赵立敏; 

【单    位】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 

【文献来源】  新闻世界 

【摘    要】   地方院校的广告学实践教

学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教学的内容比例

失衡,偏重创意的实训,对广告调研、广告监

测、评估等方面的实训则不够重视。二是很

多实训其实都是闭门造车,并没有与市场对

接,更没有市场力量的参与。三是与技术脱节,

缺乏对技术的关注和运用。针对这三个问题,

地方院校应该及时调整广告实训的内容,参

与市场运作并积极跟进技术的变化。 

【基    金】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青年项目“地方院校广告学实践性教学

的平台建设研究”(编号:XJK015QGD002);; 

衡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地方院校

广告实践教学的困局与改革研究” (编

号:JYKT201419) 

【年】  2017 

【期】  02 

 

50/66 

【题    名】  广告创意实践课程 3E 教学

模式探新 

【作    者】  薛媛; 

【单    位】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广告创意实践是广告学专

业培养和锻炼学生创意技能重要组成环节,

传统的实践课程会运用案例教学法、模拟实

战法、以赛代练法等。在原有基础上,广告创

意课程从学生兴趣爱好出发 ,将 3E 理念

(Experience Enjoy Entertain)贯穿在整个广告

创意实践过程中,采用教师引导学生主导教

学模式,在内容上注重积累型训练,加强主题

应激性训练,综合线下互动活动训练,让学生

在理念和行为上感受到由被动接受到积极

主动探究地学习过程转变,让学生体会到从

广告创意思维发散到多媒体具体落地执行

的综合技能训练过程。 

【年】  2017 

【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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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6 

【题    名】  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课程改革探索——以《版式设计》课程中

的招贴设计项目为例 

【作    者】  王佳琦;张彩红;郭丽平; 

【单    位】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基于培养高素质设计人才,

《版式设计》教学团队在课程改革中以职业

能力为基础、以项目过程为实施路径,以培养

学生的分析能力为着重点、以提高学生的实

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为目的。项目化

教学的优势体现在有效建立课堂教学和设

计项目的联系,项目完成过程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职业技能和社会适应性。 

【基    金】  2015年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

金项目课题《项目教学法在高职教育中的应

用研究——以<版式设计>课程为例》

(SQ152012),主持人:郭丽平 

【年】  2017 

【期】  04 

 

52/66 

【题    名】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探讨《广

告实务》课程教学改革——以辽宁工程职业

学院为例 

【作    者】  董海侠; 

【单    位】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不

利于学生专业能力提升,本文在对学情分析

以及广告公司工作过程分析的基本上,进行

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广告实务》课程教

学改革的实践探索。旨在提高《广告实务》

课程的教学效果,突出能力培养导向。 

【年】  2017 

【期】  04 

 

53/66 

【题    名】  广告设计教学中创意思维训

练的对策 

【作    者】  毛梦姣; 

【单    位】  开封大学; 

【文献来源】  艺术评鉴 

【摘    要】   当前,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开

设了广告设计专业,高校广告设计专业的开

设,为广告设计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促

进了广告市场的发展繁荣。在广告行业中,

广告设计要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得到他人的

认可,就必须在设计的创意上下功夫,这就要

求高校教师在进行广告设计教学的时候,一

定要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文中,笔者首先简单阐述了创意思维的基

本内容,然后分析了高校广告设计专业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创意思维训练提

出了几点建议。 

【年】  2017 

【期】  02 

 

54/66 

【题    名】  情感教学法在《广告理论与

实务》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黄泽群; 

【单    位】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西部皮革 

【摘    要】   《广告理论与实务》是市

场营销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要想将该课程

的理论知识更好的教授给学生,并能够指导

学生做出一些营销质量高的广告,采取适当

的教学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情感教学法是现

代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

教学方法,这一方法基于对学生的情感进行

深入研究分析和准确把握,以此来吸引学生

高质量的听课和思考广告设计。本文即浅析

了情感教学法在《广告理论与实务》教学中

的应用,以此来提升该课程的听课率和内容

转化率。 

【年】  2017 

【期】  02 

 

55/66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广告学”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王玉霞; 

【单    位】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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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牡丹江大学学报 

【摘    要】   "互联网+教育"模式对传统

的教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基于慕课和微课

的翻转课堂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广告

学"课程为例,研究了互联网背景下广告学翻

转课堂模式的构建与策略的实施,有利于促

进高校广告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与信息化的

深入发展。 

【基    金】  2014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

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协同创新视角下

应用型本科高校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UPRP20140222);; 

2015 年度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级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应用型本科市场营销专业‘一二

三四五’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辽宁对外

经贸学院为例”(2015XJJGYBXM07);; 

2014年度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级“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学建设项目——

《广告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13) 

【年】  2017 

【期】  01 

 

56/66 

【题    名】  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视觉、

创意、营销、传播——理解广告”课程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 

【作    者】  胡明宇; 

【单    位】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文献来源】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摘    要】   2008年至今,MOOC作为一

种新的教学方式被国内外众多高校采用,其

在革新传统教学方式的同时,也暴露出无法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过分

夸大单一的网络在线学习效果等方面的问

题。针对MOOC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

以"理解广告"课程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线上线下

相结合""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设计相结合

"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与课程性质相匹配"的

教学方法,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创新成果。 

【基    金】  苏州大学 2015 年高等教育

改革重点招标项目“基于传统课堂,微课和翻

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示研究” 

【年】  2017 

【期】  01 

 

57/66 

【题    名】  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字体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作    者】  钟金宇; 

【单    位】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戏剧之家 

【摘    要】   《字体设计》作为高职院

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极其重要的一门基

础课程,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有着实用性、

创造性和国际性。当前的《字体设计》课程

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授课形

式过于单一、被传统的教学方式所局限、缺

乏新理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走进误区

等。本文主要围绕《字体设计》课程的学习

方法和规律进行探索,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实

践则是该课程的首要目的,帮助学生开拓设

计视野,活跃设计思路是学好本课程的关键。 

【年】  2017 

【期】  02 

 

58/66 

【题    名】  以项目促教学——影视广告

动画课程实践教学的市场对接探索 

【作    者】  姚文凭; 

【单    位】  邵阳学院艺术设计系; 

【文献来源】  戏剧之家 

【摘    要】   随着 E时代的到来,广告媒

体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也给影视广

告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培

养掌握新科技和具有创造力的广告人才是

新形势下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重视实践

教学的作用,只有将实践教学环节和市场需

求相适应,通过项目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实战机会,才能解决更多岗位中的现实问题,

更好地服务于广告行业的营销需求。 

【基    金】  邵阳学院教学改革课题研究

成果之一,项目名称:“双创”背景下的影视

广告动画课程市场对接应用研究 ,项目编

号:2016ZJG10 

【年】  2017 

【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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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6 

【题    名】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反思 

【作    者】  李德团; 

【单    位】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文献来源】  青年记者 

【摘    要】   <正>广告学专业的热度有

两大事实佐证:一是中国首家提供高等教育

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麦可思研

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指出:广告学专业与八大工学类专业、一个

管理学类专业并列为十大绿牌专业;二是教

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调查表明: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681 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据

教育部《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全国共 

【基    金】  湖南省 2015 年普通高校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欠发达地区本科院校广告

学专业‘以大赛促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课题立项文件号:湘教通〔2015〕291 号第

467项)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2 

 

60/66 

【题    名】  模块化教学在设计专业实验

课程的试探——以 Illustrator 图形设计课程

为例 

【作    者】  李波荣; 

【单    位】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装饰(理论) 

【摘    要】   <正>Adobe illustrator是以

矢量图形处理工作为核心的平面设计专业

软件,该软件广泛应用于印刷出版、海报招贴

广告设计、插画、新媒体广告制作等领域。

其相关课程是吉首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

专业设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该课程的教

学工作不仅仅要让学生熟练掌握 illustrator

软件的基本操作,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图形

创作能力、创意表达能力,笔者所实施的教学

改革旨为学生提高独立操作能力,加强 

【基    金】  2015年吉首大学实验教学改

革项目《民族地区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实验课

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以吉首大学视觉

传达专业实验课程为例》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01 

 

61/66 

【题    名】  广告设计教学中效果检测实

验的设计及开展 

【作    者】  王苑丞;符峰; 

【单    位】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与设计(理论) 

【摘    要】   广告设计教学中开展的效

果检测实验,包括准备、测试、修改、宣讲四

个阶段,其中核心是测试阶段,通过组内、眼

动和综合测试,分别从专业、科学与市场性三

个角度来衡量作品,并在不同结论的对比、综

合中获得最终判断,助力学生提高专业认识

的同时,进一步对广告作品进行调整和完善。

教学实践表明,实验的开展对消减学生广告

设计时的主观性,促成艺术性和科学性思维

的融合,提高市场化的设计能力等具有重要

作用。 

【基    金】  2015年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学

改革项目“‘眼动仪’在广告学专业创作类

教学活动中的价值与运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1 

 

62/66 

【题    名】  基于广告学专业竞赛的实践

教学研究——以广告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作    者】  郭晋; 

【单    位】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摘    要】   本文以中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为例,从我国广告学专业现状、专业竞

赛命题纳入课堂实践教学以及广告学专业

竞赛纳入实践教学总结三个方面阐述了广

告学实践教学的意义。 

【年】  2017 

【期】  01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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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海西经济区广告学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 

【作    者】  刘巧云;王云松;欧怒; 

【单    位】  仰恩大学人文学院;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为适应海西经济区文创产

业发展的需求,如何培养应用型文创人才成

为海西众多高校关注的话题,探究为海西经

济区培育合格广告学应用型人才的模式变

得日趋紧迫。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当前广告学教育现

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深入研究广告学人才

培养的各个环节,在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

系、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教学模式、考核

模式及管理制度等进行探索,并结合笔者的

广告教育实践,提出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理念

的广告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基    金】  仰恩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

课题(JY20142002)、201611784002;; 

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JZ160226) 

【年】  2017 

【期】  01 

 

64/66 

【题    名】  供给侧改革下广告学专业理

论课程教学探索 

【作    者】  罗奕; 

【单    位】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

院; 

【文献来源】  今传媒 

【摘    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广告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能适应国家经

济发展和广告行业整合传播营销趋势需要

的、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成为当前广告教育的当务之急。创新精神的

培养是离不开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对学生基

础理论素养训练、合理的知识架构的搭建以

及自学能力培养。因此,在广告学专业理论课

程的实际教学中,通过构建科学设置课程体

系、"以赛带教"以及与企事业单位搭建协同

育人平台等方式进行创新尝试和深入思考,

从而使得广告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实现效

果最大化。 

【基    金】  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学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融媒体时代广告学专业理

论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2014JGB174) 

【年】  2017 

【期】  01 

 

65/66 

【题    名】  《广告管理与策划》课程实

践教学体系构建——转型背景下 

【作    者】  吴小娟; 

【单    位】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 

【摘    要】   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

下,构建完善的《广告管理与策划》课程实践

教学体系,不仅能提高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

就业能力,而且能增强《广告管理与策划》的

理论教学效果。基于此,在分析现有《广告管

理与策划》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对其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以

期能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下的相关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设计提供思路与建议。 

【基    金】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15 年

教研项目 

【年】  2017 

【期】  01 

 

66/66 

【题    名】  高职院校广告设计课程的教

学思考与实践 

【作    者】  童俊; 

【单    位】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通过对高职院校广告设计

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学生创作能力进行了解,

本文对广告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

提出了看法,以及笔者本人在教学工作中做

出的方式方法的改变和效果。 

【年】  2017 

【期】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