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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返回栏目导读 

1/49 

【题    名】  西部农村“互联网 +”职业

教育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 

【作    者】  李延平，陈 琪 

【单    位】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文献来源】  电化教育研究 

【摘    要】  通过职业教育实施精准扶贫，

是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战略的重要举措。

但由于我国现有的西部农村职业教育存在

的某些制度上的局限，严重制约了这一战略

的实施和成效。通过政策分析和实地调研，

从“互联网+”的思路，探索出一种能更有

效地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西部农村职业教

育制度，即建立以职业教育统筹多元主体协

同的网络扶贫运行和管理机制；开发独具西

部农业特色的网络培训课程；打造一支专业

化、本土化、信息化的教师队伍；建立健全

基于大数据支持的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评价机制，以切实实现教育强民、技能富民、

就业安民的目标。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

般课题“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定位与功能定

向要要基于陕西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

式的反思”（课题编号：BJA120083） 

【年】  2017 

【期】  12 

 

2/49 

【题    名】  终身教育背景下职业教育对

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作    者】  陈为化;李飞虎; 

【单    位】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重

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

展,终身教育理念在国内已经深入人心。目前,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为教

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终身教育背景下,

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职业

教育对社区教育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将职

业教育引入社区教育,不仅能够帮助职业教

育走出困境,而且能够推动社区教育向前发

展。为此,可以构建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

发展的管理机制,形成以知识传递为导体的

学习范式,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体系,以

推动我国社区教育向前发展。 

【年】  2017 

【期】  12 

 

3/49 

【题    名】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理论

与阐释框架 

【作    者】  李君;杜庆;康志伟; 

【单    位】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摘    要】  依据社会科学中的三大理论

(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人力资本

理论),解析高等职业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

教育的抗衡中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社会文

化背景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存在差异。

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的互进发展,

促使教育模式不断变革,并在适应本国实际

中形成模式特色,从而阐释一种源于内在动

力、基于适应发展、成就互进发展的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逻辑与框架。 

【年】  2017 

【期】  12 

 

4/49 

【题    名】  反思、挑战与重构:智能化

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作    者】  方绪军; 

【单    位】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政策

与法规研究所;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摘    要】  智能化时代背景下现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技术化的趋势,基

于技术化人才、技术化社会、技术化教学三

个方面来反思人才培养模式哲学取向的不

足,指出智能时代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的挑战。基于此,提出了智能时代必然会给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其

重构的核心框架包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一

贯制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职业教育高端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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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才培养定式,构建“中职—高职—应用

型本科”层次的特色人才培养范式,构建跨学

科、多技能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 

【年】  2017 

【期】  12 

 

5/49 

【题    名】  路易·艾黎的创造性职业教

育思想与实践 

【作    者】  刘艳春;李峻; 

【单    位】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

术学院;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摘    要】  路易·艾黎是著名的教育家、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提倡职业教育要以

改进生产方式为办学目标,以“工读结合、手

脑并用”为办学模式,在教学中坚持理论知识

与实践知识相平衡。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

践促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现代

职业教育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启示现代

职业教育不但要以“生计为先”,还要培养“创

造精神”;要因地制宜,提高地方性生产的能

力;要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办学

模式。 

【年】  2017 

【期】  12 

 

6/49 

【题    名】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结构与经

济社会适应性分析 

【作    者】  张露; 

【单    位】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外语

系; 

【文献来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摘    要】  在全球的职业教育中,德国职

业教育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对德国的市

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

通过对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

构的适应性、层次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适应

性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结构

与经济社会的适应性举措,对我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年】  2017 

【期】  S2 

 

7/49 

【题    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逻辑起

点与应然之态 

【作    者】  刘斌;邹吉权;刘晓梅; 

【单    位】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职业大

学职业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摘    要】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

要求,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是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以职业

教育三个本质属性即职业性、技术性和终身

性为逻辑起点,系统阐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的应然之态,厘清产教融合的内涵,界定产教

融合的概念,指出职业教育在院校布局、专业

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过程中专业结构要

与产业结构对接,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

中教育资源要素与产业资源要素融合,社会

培训与技术服务是提升产业劳动力素质的

重要举措,同时提出制定"教育职业标准"的

必要性。 

【基    金】  2017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教育部重点课题“京津冀高职教育与产业结

构协调性研究”(DJA170314)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1 

 

8/49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远程教

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模式与路径 

【作    者】  刘君晓; 

【单    位】  安阳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  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

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还使得教育形

式与学习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消弭了不同

教育类型的边界,促进了不同教育形态的融

合。就职业教育与远程教育融合而言,远程教

育具备职业性诉求,而职业教育具备开放性

诉求,诉求的互补性给二者融合带来了可能

性。在实践中,远程教育与职业教育在融合中

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这些模式体现了二者

融合的方向与深度,但这三种模式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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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问题,致使二者远远达不到深度融合的

状态。因此,要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必须重

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重建开放式

的教学管理体系、强化融合过程的政策支持

以及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基    金】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重点课题“基于‘互联网+’

的 高 校 教 学 改 革 行 动 研 究 ” ( 编

号:[2016]-JKGHA-0044) 

【年】  2017 

【期】  11 

 

9/49 

【题    名】  “公平物品”理论下职业教

育政策执行的动力机制 

【作    者】  刘方林;范新霞; 

【单    位】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铜仁学

院; 

【文献来源】  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  动力机制是管理系统中推动

系统运动的各种力量产生积极效果的机制,

它决定着系统运行的活力与升级创新。基于

"公平物品"的理论,探究职业教育政策执行

的动力机制。其中,建构公平性的行政执行机

制,建构"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机制,建构有

效率的、公平导向的市场机制,优化不同利益

主体的利益整合机制。各种动力因素相互作

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

运行效果。 

【基    金】  2015年度贵州省教育科学规

划青年课题“西南地区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研

究——以贵州省为例”(编号:2015C040);; 

2016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教育

精准扶贫’实施的效果评估;舆情监测及对

策 研 究 — — 以 贵 州 高 校 为 例 ” ( 编

号:2016fdy2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基于效果导向的重庆职业教育政策执行

研究”(编号:SWU1709496)资助 

【年】  2017 

【期】  11 

 

10/49 

【题    名】  德国职业教育质量认证体系

及其特色 

【作    者】  柯政彦; 

【单    位】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

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  德国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

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德国经济腾飞提

供了人才保障。德国构建了以联邦就业局对

评估机构的认证、评估机构对职业教育供给

者的认证以及职业教育供给者的自我认证

为核心的三层职业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形成"

倡导竞争来提升职业教育供给者的项目教

育质量;倡导校企合作来提升学员就业率;以

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特色。 

【基    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基于《悉尼协议》范式的专业

建设路径研究”(编号:17YJC880045)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主持人:柯政彦 

【年】  2017 

【期】  11 

 

11/49 

【题    名】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DEA-BCC模型评

价 

【作    者】  苏荟;孙毅; 

【单    位】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  文章采用 DEA-BCC模型对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经

费投入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整体

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效率不高;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规

模效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出现

规模效益递减,西部地区出现规模效益递增;

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部分地区相较于东

部和中部地区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大部分地

区公用教育事业费开支过大,存在不合理的

现象。同时,东部地区也表现出基本建设费开

支过大的问题。基于实证的分析提出以下建

议:我国应优化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布局;

合理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结构;适当

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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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1 

 

12/49 

【题    名】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理念

与路径 

【作    者】  陆明玉; 

【单    位】  赤峰学院教师教育发展与培

训学院; 

【文献来源】  继续教育研究 

【摘    要】  供给侧改革是国家经济进入

新常态下的一种发展战略,职业教育作为社

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形态,推进其供给

侧改革对于提升职业教育品质和社会认可

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职业教育转型发

展的一种新机制。为此,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理念,从其专业设置、办学体制、教育产品供

给、评估机制等方面推进其供给侧改革进路。 

【基    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边缘人’现象

研究”(编号:15YJC880055) 

【年】  2017 

【期】  11 

 

13/49 

【题    名】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新  服务

城市转型发展 

【作    者】  陈昌智; 

【单    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职业

教育社;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联

系密切,是助推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深

入分析城市发展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

地位,探讨职业教育在服务城市转型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对实现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城

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年】  2017 

【期】  22 

 

14/49 

【题    名】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职业教育角色探析 

【作    者】  蒋士会;周佳樑; 

【单    位】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

西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主要扮演"培养者""调配者"和"分享者"三

大角色。民族地区在应对新型城镇化挑战时,

必须以地区特色为基础,着眼于"新型"发展

要求。"培养者"要"向新向高"、职业导向要"

向宽向活"、育人目标要"向德向全"、教学活

动要"向长向特";"调配者"要在自觉性上由

被动走向主动、在区域体中由孤立走向联系、

在发展模式上由特殊走向一般;"分享者"要

寻找经济发展与人性自由的平衡点,削减技

能技艺性知识与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差异。三

大角色之间应当由"零和"向"正和"的角色关

系迈进。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4 年

度一般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民族文化交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4BMZ053) 

【年】  2017 

【期】  22 

 

15/49 

【题    名】  产业集群环境下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的优势、障碍与对策 

【作    者】  郑彬; 

【单    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在产业集群环境中发展产教

融合,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服

务区域经济建设。由于集群中大量同行业企

业和相关组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集聚,因此,

产业集群内的产教融合具有分工合作、规模

经济、交流学习、就业匹配四个优势。但是,

进一步全面分析集群产业环境对产教融合

的影响后发现,由于集群企业经营状况参差

不齐、相互间激烈竞争以及成本节约动机,

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侵犯实习生权益、合

作稳定性差以及"搭便车"等问题比集群外

部更明显,成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障碍。为

此,应鼓励职业院校与集群中的先进企业、行

业协会深度合作,倡导地方政府运用经济手

段和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激励集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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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职业教育,以推动集群区域产教融合的

深入发展。 

【基    金】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城市化制度选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研究”(项目编号:13BJY048,项目主持人:

赵祥);; 

2015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

计划项目“广东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背景下产

学合作教育研究”(项目编号:YQ2015178,项

目主持人:郑彬);; 

2013 年广东省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课题

“广东产业集群技术人才培养与高职院校

官产学研合作教育机制研究” (课题编

号:GDXLHQN029,课题主持人:郑彬)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2 

 

16/49 

【题    名】  本科职业教育的内涵分析与

培养特征 

【作    者】  沙鑫美; 

【单    位】  三江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本科职业教育是地方本科高

校发展的新方向,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的新层次。面对本科职业教育的归属争

议和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疑惑,分析本科职

业教育的实质内涵,厘清本科职业教育、学术

型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的区别,研究其人

才培养的层次属性、应用特征和规格要求,

明确本科职业教育到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既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引导,也是教学改革的

必要依据。 

【基    金】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

五”规划重点课题“转型发展试点高校课程

体系重构范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

编号:C-a/2016/01/20,课题主持人:沙鑫美) 

【年】  2017 

【期】  22 

 

17/49 

【题    名】  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训体

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作    者】  周锋; 

【单    位】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上

海市政协;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体

系存在着诸多问题,表现为人才的总量、结构

和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应,人才的

成才环境有待改善,以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来

培养技能型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运作模式

尚待健全。为此,建议探索适应我国产业发展

转型升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模式,加快建设

公共实训基地,完善职业教育培训的社会环

境,健全和完善职工教育体系。 

【年】  2017 

【期】  22 

 

18/49 

【题    名】  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助推精

准脱贫 

【作    者】  朱奕龙; 

【单    位】  中国侨联;宁夏侨联;银帝集

团董事局;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在当前我国扶贫攻坚的历史

背景下,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完成教育

扶贫工作的关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进行了

一系列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在

总结自治区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及其取得

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校

企合作、加大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的支持力度等对策。 

【年】  2017 

【期】  22 

 

19/49 

【题    名】  职业教育有效对接精准扶贫 

【作    者】  刘胜勇; 

【单    位】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职业教育是与人的全面发展

需求关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

也是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落实"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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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不小。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是每个贫

困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助力贫困地区、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利器。只有厘清职业教

育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加快职业教育与

精准扶贫的对接,才能使扶贫工作走出困境。 

【年】  2017 

【期】  22 

 

20/49 

【题    名】  美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对

我国的启示 

【作    者】  肖昆; 

【单    位】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虽然知识产业已成时势所趋,

但基层技术产业仍为国家发展命脉。美国经

过国会前瞻性的立法及拨款,已赋予职业教

育新的生命,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的生涯从

而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产业所需技术人才因

此不虞匮乏。文章对美国职业教育与我国职

业教育进行了比较,以探讨我国职业教育应

有的发展方向。 

【年】  2017 

【期】  22 

 

21/49 

【题    名】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农

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作    者】  马建富;马欣悦; 

【单    位】  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华

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 

【摘    要】  “四化同步”战略的推进、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推行、返乡农

民工创业潮的兴起,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供

给侧改革提供了契机,提出了诉求。在未来,

农村职业教育必须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

改革的主题和主线。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存在着诸多不适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问

题。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应着力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着重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着眼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创新。 

【年】  2017 

【期】  06 

 

22/49 

【题    名】  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路

径选择:企业主导 

【作    者】  丁哲学;田佳琦; 

【单    位】  黑龙江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处;哈尔滨理工大学高教研究与教

学质量评估中心; 

【文献来源】  黑龙江高教研究 

【摘    要】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等

战略的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

面临新的挑战。与院校主导型、政府主导型

以及行业主导型等其他集团化办学模式相

比,企业主导型的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由企业制定人才培

养规格,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极大

地提高了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同时,还具

有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校企深度合作等

优势,为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应对新形

势下的挑战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年】  2017 

【期】  11 

 

23/49 

【题    名】  回顾与展望: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作    者】  王艳辉; 

【单    位】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摘    要】  校企合作是实现产教融合理

念的重要载体,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是提升职业院校办学内涵和质量的关键。

通过回顾十年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的构建研究,从内涵、存在的困难、构建维

度、构建路径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当前

该问题研究中存在视角狭窄、范围局促、方

法单一等问题。建议探索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研究的新视角;寻找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的切入点;采用多元方法综合研究。 

【年】  2017 

【期】  11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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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共建现代职业教育  共享

“一带一路”繁荣——2017中国——东盟职

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综报 

【作    者】  王屹; 

【单    位】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正>2017 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也是全面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年。金秋九月,2017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在南宁中

关村创新示范基地成功举办。中国教育部有

关司局领导,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代表,中国

大陆 17个省(区、市)教育厅(教委)代表,东盟

10国代表团成员,白俄罗斯、印度、尼泊尔、

埃塞俄比亚、东帝汶等特邀国家代表,广西区

内外学校代表,广西各市教育局代表,职业教

育专家,企业特邀代表等约 550 人出席了论

坛。本届联展暨论坛由教育部和广西壮族 

【年】  2017 

【期】  31 

 

25/49 

【题    名】  现代职业教育评估制度的系

统构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成果综述 

【作    者】  李志宏;李岩;陈东冬;樊路强; 

【单    位】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质量

保障与评估研究会;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现代职业教育评估制度的

研究与实践"课题系统研究了职业院校评估、

专业认证及评估、学生跟踪评价、数据平台

建设、评估组织实施等内容,重点设计了三类

高职院校评估方案、三类高职专业认证及评

估方案、研究了高职在校学生全程跟踪评价

系统,并设计了中职教育评估的整体架构。 

【基    金】  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3JZD047,

主持人:赵志群) 

【年】  2017 

【期】  31 

 

26/49 

【题    名】  规范职业教育教学管理  扎

实提升院校教学质量——职业院校教学管

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作    者】  席东梅; 

【单    位】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正>党的十九大再次将教育

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更加坚定了职

业教育坚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

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发展信念。近期,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完善提高

职业教育质量的体制机制",明确职业教育要

"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推动

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要

"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教学标准,创

新教学方式,改善实训条件,加强和改进公共

基础课教学,严格教学管理";强调要"创新人

才培养机 

【年】  2017 

【期】  31 

 

27/49 

【题    名】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基

础、价值主线与实践突破 

【作    者】  王秀华; 

【单    位】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精准扶贫是当前及未来一段

时期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职业教育在精准

扶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开展职业教育精

准扶贫对于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摆脱代

际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分析职

业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

值主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实施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必须以增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内生

动力为根本,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以

盘活贫困地区村域经济为手段,以提高贫困

人口的就业质量为渠道。同时,为了寻求职业

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上的实践突破,应以招生

制度改革为逻辑起点,实现"精准招生";为贫

困家庭学生建档立卡,实现"精准资助";促进

人才培养改革,实现"精准培养";加强实用技

术培训,实现"精准培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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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扶贫"精准对路"。 

【年】  2017 

【期】  21 

 

28/49 

【题    名】  美国职业教育立法进程中绩

效问责制度的演变、特征及启示 

【作    者】  张彩娟;张棉好; 

【单    位】  浙江师范大学工学院、职业

技术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绩效问责作为促进美国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要机制,一直蕴含于美国职教

立法思想中。文章通过对职业教育绩效问责

制度在美国职业教育立法进程中的变迁分

析,总结出该制度变革的特征,从而结合我国

职业教育立法现状,探讨对我国职业教育法

案建设的启示,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绩效问

责的建立健全提供借鉴。 

【年】  2017 

【期】  21 

 

29/49 

【题    名】  EOP理论指导下我国高等职

业教育英语教学研究——评《以提升能力为

本—基于学生研究的英语教学》 

【作    者】  奉莉; 

【单    位】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科学 

【摘    要】  <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企业之间竞争的重心逐步向人才之间的

竞争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多将专业理论运

用统一的教学模式传递给学生,造成学生理

论知识过硬,实战能力薄弱的窘境。多年寒窗

苦读之后,很多学生仍面临就业难;多处寻觅

之后,很多企业仍面临招聘难,人才与企业供

求不对等的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环

境下,EOP 理念的提出引起了教育界英语研

究者及从业者关注。EOP理念是指以学习者

需求为中心,培养学生在特定工 

【年】  2017 

【期】  10 

 

30/49 

【题    名】  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我国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基

于 CNKI 2014-2017年期刊文献的分析 

【作    者】  李洪渠;向丽;石俊华;严薇;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

业技术学院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武

汉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为探究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的专业与课程改革研究的现状,揭示相关

主题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以"产教融合

""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改革"等

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近四年的期刊论文

进行了搜索与系统分析。结果显示,当前及未

来很长时间内,"产教融合"培养职业人才都

将是职业教育研究关注的热点,"产教融合"

的行动研究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产业、

行业及其发展将成为职业院校重点研究的

领域;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新体制与机制研

究将进一步深入具体。 

【基    金】  2016年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

重大招标课题“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湖北职

业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编

号:2016ZDZB04),主持人:李洪渠 

【年】  2017 

【期】  30 

 

31/49 

【题    名】  论职业教育课程的实践性—

—一种基于实践哲学的审视 

【作    者】  赵文平;秦虹; 

【单    位】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

教育学院;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天

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实践属性是职业教育课程的

基本属性。运用实践哲学的思想方法论来审

视职业教育课程的实践性,从本体论层面看

职业教育课程是一种基于职业活动的职业

经验体系。从价值论层面看职业教育课程为

了向善的实践智慧生成,在于引导学生实现

如何合理性地存在、如何有效性地存在和如

何有意义地存在。从方法论层面看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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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采取基于行动的运作策略,在课程目

标确定方面,发展职业行动能力;在课程内容

的选择与组织方面,基于行动的逻辑;在课程

实施方面,走向行动的过程;在课程评价方面,

关注行动的表现。 

【基    金】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德国职业教育工作场所学习研究”

(编号:VEYP5057),主持人:赵文平;;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德国应对

‘工业 4.0’的职教变革动向研究”(编

号:16YJC880109),主持人:赵文平 

【年】  2017 

【期】  30 

 

32/49 

【题    名】  同质化背景下旅游高等职业

教育“差异化”办学思考 

【作    者】  殷剑; 

【单    位】  南昌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我省旅游高等职业教育"同

质化"趋势明显,影响旅游产业发展,而"差异

化"的旅游高等职业教育是旅游产业发展的

需要,也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

必须坚持与本科教育"差异化"发展,并从人

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途径和人才培养成果

三个维度来实现旅游高等职业教育的"差异

化"。 

【基    金】  江西省旅游本科综合改革试

点项目,主持人:殷剑 

【年】  2017 

【期】  30 

 

33/49 

【题    名】  我国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

合发展的历程、特点和展望 

【作    者】  赵小段; 

【单    位】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分析近三十多年来我国职业

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过程及相关研

究文献,将我国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

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起步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全面展开阶段。并对职业教

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对未来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提出

三点展望:一是从广度上进一步拓展职业教

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渠道;二是从深度上进

一步探索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机制;

三是从高度上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基    金】  广州市属高校科研项目“职

业院校服务社区的运行机制研究” (编

号:1201421431),主持人:赵小段 

【年】  2017 

【期】  30 

 

34/49 

【题    名】  VR/AR 技术在职业教育领

域的价值逻辑与行动策略 

【作    者】  马欣悦;石伟平; 

【单    位】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根据 VR/AR 技术的内涵特

征,找寻 VR/AR 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契合点,

探寻"互联网+"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新方向;在此基础上,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和教师等层面提出了 VR/AR 技术在职业教

育教学领域的应用策略。 

【基    金】  2017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教

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的研究” (项目编

号:2017ZDIXM048,课题主持人:马建富);; 

201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

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模

式及政策支持”(项目编号:16JYD001,课题主

持人:吕莉敏) 

【年】  2017 

【期】  30 

 

35/49 

【题    名】  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发

展的策略 

【作    者】  姜志坚;赵兴民;卢德生; 

【单    位】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师

范大学;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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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战略与未来趋势。面对人工智能发展

的浪潮与需求,职业教育应主动变革,从国家

层面需做好顶层设计、规划统筹,推动职业教

育宏观转型变革;省级层面应区域统筹,以区

域联盟形式培养人工智能所需人才;各职业

院校则应主动对接人工智能需求,改革师资、

教学、培训等模式与内容。 

【基    金】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从质

量单元到质量体系:高职院校校内质量保障

的困境突围”(项目编号:17XJC880005,主持

人:卢德生);; 

四川省教育厅 2017 年度科研计划立项重点

项目“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高职院校课程体

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SA0101,主持人:

姜志坚) 

【年】  2017 

【期】  30 

 

36/49 

【题    名】  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当代

意义 

【作    者】  王继平; 

【单    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墨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墨子思想的内容包括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三大部分,主张兼爱、

非攻,主张尚贤、尚同,主张节用、节葬,主张

非命、非乐。墨子思想在教育方面有丰富深

刻的内容,在教育目标上,他主张培养"兼士",

教育方法上他主张"扣则鸣,不扣则必鸣"。我

国教育在全面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在古为今

用的过程当中,应继承和弘扬墨子的思想和

学说,要把有益的东西吸收到学校建设中来,

吸收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吸收到教育教学

中来,吸收到人才培养中来。 

【年】  2017 

【期】  30 

 

37/49 

【题    名】  国家技能形成体系下的职业

教育集团化办学:实践特征与发展思考 

【作    者】  刘晓; 

【单    位】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

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已

成为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学界对集团化

办学的认识囿于狭义的学校职业教育范畴,

缺乏在一个更为广义的国家技能形成体系

的范畴来审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限制了

其作用发挥并导致了主体性地位不够突出。

建议在国家技能形成体系背景下,对集团化

办学的内涵和作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理论

审视,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优势和实践价值,

凸显在实践中的跨部门合作与资源整合的

中介性特征,技能供给的系统性与服务性特

征,办学模式的多样性与公益性特征。并且围

绕集团化办学的核心竞争力、经营模式及多

元化发展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基    金】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6

—2017年度重点课题“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项目编

号:201601Z02,课题负责人:刘宝民;刘来泉);; 

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职业能力与师范能力研究中心

资助 

【年】  2017 

【期】  30 

 

38/49 

【题    名】  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的发展层次及其面临的挑战 

【作    者】  徐德培;潘建华; 

【单    位】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结合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发展的特征,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层次

进行了划分,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发展尚处于中级发展层次的中级阶段。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要

求在进一步提高,提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

有效性是校企合作的必然选择。 

【基    金】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2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企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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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责任及补偿机制研究” (项目编

号:DJA120289,主持人:徐德培) 

【年】  2017 

【期】  30 

 

39/49 

【题    名】  论职业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

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作    者】  陈胜;闫智勇; 

【单    位】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中央司

法警官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

业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职业院校是现代职业教育治

理体系的重要主体。由于职业院校主体意识

不强、政府行政权力过强、职业教育治理能

力和制度能力低下,导致职业院校在现代职

业教育治理体系中主体地位面临现实困境。

因此,应明确职业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

体系中的法律地位,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

权,提升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

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

理机制,强化职业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

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基    金】  2011年度重庆市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重庆高校继续教

育人才培养在统筹城乡建设中的地位与作

用的研究”(项目编号:111021) 

【年】  2017 

【期】  30 

 

40/49 

【题    名】  北京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

策的特点与局限 

【作    者】  侯兴蜀; 

【单    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系统梳理近 40 年来北京市

出台的职业教育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北

京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呈现出"文本表

达力度逐渐强化、政府评估学校—学校推进

产教融合、以公共财政项目拉动产教融合"

的明显特点。这反映出政策存在很大的局限

性,集中体现在其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匹

配度低,只能用间接政策杠杆去代替直接杠

杆,力图撬动整体局面。这种局限性带来的后

果是,虽然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上政府与企业、政策与市场

的关系仍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基    金】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北京市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 专 业 建 设 模 式 研 究 ” ( 课 题 编

号:AEA15184) 

【年】  2017 

【期】  30 

 

41/49 

【题    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制

度配置思考 

【作    者】  郭文富;马树超; 

【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摘    要】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国

家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和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要有全局思维和战略判断,围绕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采用整体

协调推进策略,优化制度配置,全面规划、系

统设计、整体推进,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协调、与普通

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为国家

和社会创造更多人才。 

【基    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研究”(12JZD041)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0 

 

42/49 

【题    名】  大数据驱动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的价值逻辑与创新路径 

【作    者】  南旭光; 

【单    位】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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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记录人类社会活动和行为实践的大数据

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必将驱动现代

职业教育发生巨大变革,主要表现为变革教

育理念及模式、助力教学改革与创新、优化

教学诊断与评价、优化培养结构与质素等,

这正是大数据驱动人才培养的价值逻辑。职

业院校应遵循这些逻辑,围绕构建互联互通

的大数据集成共享机制、设计大数据支撑的

人才培养框架体系、实施常态化全视域的大

数据监测评估、开展数据驱动的学习行为分

析与干预、推进基于大数据的专业交叉融合

创新、提升运用大数据驱动院校治理的能力

等方面,设计大数据驱动人才培养创新的推

进路径。 

【基    金】  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大数据驱动下的社区教育治理创新

研究”(项目编号:2016PY64,项目主持人:张

培);; 

2016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

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大数据的在

线教育资源供给优化研究” (项目编

号:16YB105,项目主持人:南旭光);; 

2017 年度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策

略研究”(项目编号:17SKS046,项目主持人:

汪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0 

 

43/49 

【题    名】  基于职业教育的创业导师服

务体系的构建 

【作    者】  牛彦飞;王立军; 

【单    位】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

究所;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文章首先论述了职业院校学

生的创业现状及问题。然后阐述了基于职业

教育的创业导师服务体系的内涵及构建的

意义。接着分析了基于职业教育的创业导师

服务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缺乏专业的创业

导师服务团队,缺乏构建创业导师服务体系

的经验和认识,创业导师服务平台建设还不

健全。最后提出了构建基于职业教育的创业

导师服务体系的有效路径:创新职业院校用

人机制,加强高水平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完善

创业教育体系,将创业导师服务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搭建科学有效的服务平台,促进创

业导师服务长效机制的建立。 

【基    金】  2017年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软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创业导师+职业教育服

务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7456207D) 

【年】  2017 

【期】  20 

 

44/49 

【题    名】  工业 4.0时代技能人才职业

能力结构需求变化与职业教育调适策略 

【作    者】  张宏亮; 

【单    位】  天津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现代教育管理 

【摘    要】  工业 4.0时代,社会对技能人

才的职业能力需求将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生

产的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机器自组织化,

要求人才必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多专业融

合能力、创新创意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职

业教育必须构建适应工业 4.0时代发展的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框架,通过转变育人观念、修

订职业标准体系、重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

模式和评价方式、创新驱动和激励机制,倡导

泛在学习和建立弹性学习制度等来提升各

方面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基    金】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第三方参与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及保障机制研究”(15YJC880126) 

【年】  2017 

【期】  10 

 

45/49 

【题    名】  教育转换:促进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运行的关键之举 

【作    者】  郝天聪; 

【单    位】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

化,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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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但其运行问题仍未解决。提高人才

综合素质、打造现代职业教育"立交桥"、满

足个体多样化发展需求,都需要解决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运行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运行的关键在于帮助学习者实现在各级各

类教育中的转换,打通各个体系间升学、转学

与返学的通道。为了破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运行不畅的症结,必须建立系统的生涯规划

与指导体系,加强对学习者的学力评估与考

核,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与保障制度。 

【年】  2017 

【期】  20 

 

46/49 

【题    名】  第三方参与职业教育质量评

价的现状、问题及法律政策建议 

【作    者】  丁建石; 

【单    位】  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根据我国职业教育第三方评

价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出台情况,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主要面临着第三方评价主体法律地

位缺失、权责利不明确、行业准入资质和标

准未能确立、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以评促

改作用未能凸显、相关的激励机制和培育政

策不足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明确第三方权责利,为第三方评

价提供法律保障;要制订和完善行业规范,建

立和完善对第三方组织的信誉评估机制;加

强职业教育法及相关政策检查力度,切实有

效利用评价效能;制定第三方机构发展培育

的激励政策,培育良性的评估市场。 

【基    金】  2016年天津市“十三五”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结果考量的职业教育

质量检测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

编号:VESP1011,课题主持人:丁建石) 

【年】  2017 

【期】  20 

 

47/49 

【题    名】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与高

职院校特色化发展研究 

【作    者】  宫麟丰; 

【单    位】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教育管理 

【摘    要】  高职创新发展与特色化发展

就其地位而言并非等列齐观,其手段与目的、

战术与战略之本质差异可由创新与发展、特

色与特色化、创新发展与特色化发展三对关

系中洞见。基于此,高职院校特色化发展在本

末观、本质观、视野观、取舍观、形成观等

若干方面存在的认识盲点和误区也即得到

澄清,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背景下的高职院校

特色化发展的实践策略也即生成:创新发展

须着眼于特色化发展,须洞悉特色化发展困

境,须扼住特色化发展之"七寸"。 

【年】  2017 

【期】  10 

 

48/49 

【题    名】  发达国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机制与启示 

【作    者】  王娜;徐德培; 

【单    位】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职业教

育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企业。企业凭借其在

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放入优势,在职业教

育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提高职业教育

办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为了吸引企业积极参

与职业教育,德国、美国、澳大利亚从政策法

规、财政资助、行业协会等方面入手建立了

一整套系统完善的保障体系,维护企业在参

与过程中的各项权益。借鉴国家成功经验,

加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切实保障企业顺利

有序的参与职业教育乃当务之急。 

【基    金】  教育部重点项目“企业的职

业教育责任及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编

号:DJA120289),主持人:徐德培 

【年】  2017 

【期】  29 

 

49/49 

【题    名】  国家资格框架开发背景下职

业教育学业质量标准制订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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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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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学业质量标准是反

映学生实际学业水平及达标状态的可监测

体系,其与学业成就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课

程标准、教学诊改等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在国家资格框架开发背景下,学业质量标准

借助于学习结果的比较,可为职业教育与其

他类型教育、与产业部门的职业能力需求进

行沟通、互认、转换和衔接提供重要的参照

体系。坚持技术本位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学

业质量标准,其框架中包含内容标准和表现

标准两个维度,并展现为不同层级职业教育

学习者在知识、技能和社会能力等方面发展

的规律和逻辑性。 

【基    金】  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

划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广西职业教育学

生培养标准研究”(项目编号:2016ZZC002);

“广西职业教育学生技能抽查和学业水平

测试研究”(项目编号:2016ZZC008) 

【年】  2017 

【期】  29 

 

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 

返回栏目导读 

1/52 

SrcDatabase-来源库:  CJFDPREP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科研业绩管理

系统设计 

【作    者】  吴新华; 

【单    位】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文

信息中心;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职院校

教师科研业绩的管理现状,利用数据库技术、

微信平台技术和编程技术,构建了一套适用

于学校实际的教师科研业绩过程化管理系

统,实现对学校教师科研业绩的科学、高效、

过程化管理,为当前高职院校教师科研业绩

管理系统的建设提供指导。 

【年】  2017 

【期】  36 

 

2/52 

【题    名】  通信类专业“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探析 

【作    者】  廖宇;李巍;周文;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建设并完善高职高专相关专

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不仅有利于

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高职

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更有利于培养满足

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面向生产

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的

发展。通信类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建设要把握需求,突出示范性,要进一步

创新培训形式和内容,校企协同,整合资源,优

化建设方案。同时,还要从建设管理制度、完

善培训项目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管理、项目

质量监控、绩效评价等多个方面加强建通信

类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的运营

管理提升综合效益。 

【年】  2017 

【期】  36 

 

3/52 

【题    名】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分析 

【作    者】  周浩; 

【单    位】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经济社会日渐发展促使职业

教育不断进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势在必行。高职院校需要认识到与企业合作

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优势,结合中

国国情来构建"双师型"师资培养模式,为职

业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本文对校企合作

对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意义作了分析,结

合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

问题提出对策,为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年】  2017 

【期】  2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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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

胜任力研究 

【作    者】  叶煜;李敏;丁莲; 

【单    位】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信息

技术分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现代学徒制的开展,为教师胜

任力注入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

采用事件访谈法及调查法,获取新的教学模

式下,高职院校教师胜任力要素,建立了专业

素养、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三个维度的高职

院校教师胜任力模型,为高职院校教师选拔、

考核、培训提供了思路和参考,有利于高职院

校教师队伍建设和学院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年】  2017 

【期】  35 

 

5/52 

【题    名】  以赛促发展 切实提高高职

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 

【作    者】  沈冰; 

【单    位】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于教育

改革越来越重视,我国的信息化速度越来越

快,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教育行业进行信

息化教学,在各个高职院校中,信息化教学已

经渗透到院校的各个专业中,信息技术的推

广使得高职英语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

力得到很大提升,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正确应

用可以促进高职英语教学的发展,在教学模

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教师在教育中所担任

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本文对于以

赛促发展,切实提高高职英语教师信息化教

学设计能力这一理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

且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年】  2017 

【期】  24 

 

6/52 

【题    名】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职院校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作    者】  张明勇;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思维

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而

这对高职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互

联网思维为指导探讨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

展路径,用"用户思维"更新教师教学理念,用"

跨界思维"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用迭代思维促

进教师教学反思,用极致思维提升教师学习

能力,可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提

供新思路。 

【年】  2017 

【期】  24 

 

7/52 

【题    名】  浅谈高职教师假期挂职锻炼

工作的重要性 

【作    者】  王志恒; 

【单    位】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结合自身假期挂职锻炼

情况,针对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实际水平,通

过挂职锻炼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就其重要

性予以阐述。 

【年】  2017 

【期】  34 

 

8/52 

【题    名】  高职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作    者】  董倩;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采用质性研究法,通过半结构

式访谈搜集资料并进行扎根分析,层层总结

出影响高职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并尝

试构建高职青年教师职业认同作用机制,提

出提升高职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的对策与建

议。 

【年】  2017 

【期】  03 

 

9/52 

【题    名】  基于高职院校创业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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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亦飞; 

【单    位】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在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和国家深入开展供给侧改革的时代

背景下,作为为生产一线输送技术技能专门

人才的高职院校,承担着响应国家号召对在

校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义务和责任,而进

行创新创业教育要加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本文对如何加强高职院校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进行研究和思考。 

【年】  2017 

【期】  23 

 

10/52 

【题    名】  高职教育视域下教师企业实

践的设计与实施 

【作    者】  金心亦; 

【单    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 

【摘    要】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是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形式,有利于教师个

人提升专业素养、提高实践操作能力,有利于

学校专业建设及课程改革工作,有利于更新

企业的技术与管理。本文从高职教育角色定

位出发,分析高职教师企业实践意义与现状,

提出高职教育视域下教师企业实践的设计

与实施方案,为高职院校构建全面、高效的教

师企业实践运行机制出谋划策,促使教师下

企锻炼达到预期效果。 

【年】  2017 

【期】  12 

 

11/52 

【题    名】  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作    者】  周浩; 

【单    位】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交际 

【摘    要】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教育逐渐

受到了国家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关注,高职院

校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高校大学

生学习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教

学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影响着

高职院校的教学效率。师资队伍的实践教学

经验决定着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教师积累

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在课堂上可以将专业

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可以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师资队伍拥有一定的实践教学经验,可以在

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创新教学模式,加强高职

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

和教学水平,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实践教学

水平。本文首先对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师资队

伍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年】  2017 

【期】  22 

 

12/52 

【题    名】  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作    者】  刘辕;张仕立; 

【单    位】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没有进

步的事物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所以

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样,必须有新的进步才会

有新的发展,最近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困难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从而在毕业就是失

业的热点讨论中,我国高等职业教师在高职

教育过程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是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思

考方面。本文研究了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年】  2017 

【期】  33 

 

13/52 

【题    名】  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能水

平如何与时俱进 

【作    者】  陈佶; 

【单    位】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在当今科技信息化飞速发展

的今天,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地改

革更新,同学们的思维模式也在逐步的跟国

际信息化接轨,专业行业的产业形势也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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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向智能化迈进。那么,我们高职院校教学

工作中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教师们的

专业知识结构无法跟进当代产业结构飞速

发展的脚步。这在我们教学工作中,尤其是专

业化较强的机械智能数字化行业当中,要引

起重视的一个问题。以数控技术专业为模板,

探讨当今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如

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年】  2017 

【期】  33 

 

14/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顶岗能力培养

与提升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    者】  张颂心; 

【单    位】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经济研究导刊 

【摘    要】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完善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高职院校教师

顶岗能力培养与提升尤为重要,是培养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关键和必备环节。基于当前研

究背景,对国内外关于高职教师顶岗能力培

养与提升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对高职教

师顶岗能力培养与提升的问题、对策进行研

究。 

【基    金】  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

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高职教师访工顶岗能

力培养与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浙教办

高科[2015]99号文件:序号 135) 

【年】  2017 

【期】  33 

 

15/52 

【题    名】  基于教师发展视角下的高职

院校教师综合评价的思考 

【作    者】  张梦全; 

【单    位】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正>1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现

状我国高职院校教师评价通常在每年或每

学期末进行,以检查和鉴定教师是否履行了

相应的工作职责,侧重于终结性评价。很多学

校没有把教师评价作为改进教师教学、促进

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而是当作一种管理手

段,把评价结果与教师职称晋升、绩效考核和

调资加薪等直接挂钩。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教师素质、业务能力、教学活动和工作业绩。

一般采用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管理者评价

和教师自我评价的方式。 

【年】  2017 

【期】  22 

 

16/52 

【题    名】  基于市场需求的高职体育教

师队伍建设研究 

【作    者】  刘雪凯;张国艳;郭华恬; 

【单    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体育科技 

【摘    要】  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主

力军,要按照市场要求,遵循市场规律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基于人才市场对高等职业院校

毕业生体育能力结构要求的调查及高职体

育教师队伍现状分析,提出市场导向下的高

职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策略:深入企业实践提

升高职体育教师职业素质;提升与职业相关

的体育教学能力;以科研为抓手提升高职体

育教师职业教育水平。 

【年】  2017 

【期】  04 

 

17/52 

【题    名】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

型”师资队伍建设途径研究——以太原工业

学院为例 

【作    者】  谭俊华;翟燕;倪波; 

【单    位】  太原工业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

估) 

【摘    要】  太原工业学院是一所新建地

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该校确立了以培养学生

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突出学生实践技能

培养。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与

高职、卓越工程师计划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区

别,结合太原工业学院实际,研制"双师型"教

师的认定标准,阐述"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的途径与成效。 

【基    金】  太原工业学院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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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

的培养与队伍建设”(2013YJ13) 

【年】  2017 

【期】  11 

 

18/52 

【题    名】  五年制高职校兼职教师队伍

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常州刘国钧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作    者】  蒋文吉; 

【单    位】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 

【摘    要】  兼职教师是五年制高职校师

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制高职校需要

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兼职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好坏。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可采取以

下措施: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相关法律;激发

企业兴趣,推进校企合作;做好长效激励,提

升队伍管理。 

【年】  2017 

【期】  22 

 

19/52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计

算机教师智慧发展有效途径研究 

【作    者】  朱芳; 

【单    位】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

息化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职教育

受到了很大挑战。本文分析"互联网+教育"

背景下高职计算机教师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研究高职计算机教师智慧发展有效途径,为

高职教师智慧发展探索道路。 

【年】  2017 

【期】  32 

 

20/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工作量计

算办法的若干思考 

【作    者】  袁敏; 

【单    位】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众所周知,对教师教学工作量

的核算一直是高职院校管理的重点内容,计

算结果将直接与教师的工资相挂钩,是高校

发放薪酬的主要参考依据。然而在当前的教

学工作量计算办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

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较低,与教师实际的工作

情况大相径庭,不利于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将论述高职院校教

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的内涵和分类,并针

对当前计算办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解决策略,以期全面提高教学工作量核算的

科学性和精确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

的工作热情。 

【年】  2017 

【期】  22 

 

21/52 

【题    名】  校企合作背景下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 

【作    者】  杨新焕;李娜; 

【单    位】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高职教育要想提高教育教学

水平,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人才,离不开高素

质"双师型"教师队伍,而校企合作是提高"双

师型"教师实践能力的有效策略,其形式呈现

多元化特点,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校企合

作。本文通过对不同途径的分析介绍,以期为

高职院校培养"双师型"教师提供参考。 

【基    金】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度课题《基于校企合作背景下晋城职业技术

学院“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项目编

号:LX1622) 

【年】  2017 

【期】  06 

 

22/52 

【题    名】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高职专任

教师继续教育体系 

【作    者】  周芳;陈学军; 

【单    位】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文章阐述了胜任力模型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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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专任教师继续教育的价值解析,分析了基

于胜任力模型的高职专任教师继续教育需

求,并从明确继续教育目标、确定继续教育内

容、选择继续教育方法、开展继续教育效果

评估四方面构建了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高职

专任教师继续教育体系,以期全面提高教师

个体与组织整体绩效水平,提升高职教育教

学服务质量。 

【基    金】  2016年度江苏省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名师教学风格与形成

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高职院校百

位名师的调查”(项目编号:ZYB261);;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

课题“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高职专任教师继续

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B-b/2015/03/03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2 

 

23/52 

【题    名】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团队化发

展研究 

【作    者】  刘予东;陈亚军; 

【单    位】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陕

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文章阐述了教师团队化发

展的内涵,分析了教师团队化发展的促进作

用,并积极构建了青年教师团队化发展模式,

最后提出了青年教师"1122"团队化模式的

实施建议,如健全机制,为教师发展提供保障;

项目驱动,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组织活动,

培养教师的团队精神;强化竞争,重视教师团

队考核评价;设立基金,大力支持教师团队发

展。 

【基    金】  2015年度陕西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重点课题“提升高职院校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的途径与方法研究”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5Z27) 

【年】  2017 

【期】  22 

 

24/52 

【题    名】  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培养的

症结与路径新探 

【作    者】  杨丽红; 

【单    位】  通辽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专

业课教师培养的症结,如在职前阶段,过于注

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环节的培养;在入职阶

段,缺乏老教师的有效指导,短期教学任务繁

重;在职后阶段,过于追求更高学历,忽视专

业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出高职院校专业课教

师培养的新路径,如在职前阶段,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并重,打造多元师资培养主体;在入

职阶段,给予新教师更多成长耐心,充分发挥

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在职后阶段,调整继续

教育与培训重点,着重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 

【年】  2017 

【期】  22 

 

25/52 

【题    名】  适应《中国制造 2025》的高

职“双师双能型”教师保障机制研究 

【作    者】  王晋;颜浩龙; 

【单    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是我国高职院校适应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培

养相适应的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环节。如

何提升"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培

养对接《中国制造 2025》的高技术技能人才

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制造

2025》的视角,从资格认定、职称评审、约束

与考核、培养激励制度四个方面构建了"双

师双能型"教师保障机制。 

【基    金】  2016年度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院级课题:“适应《中国制造 2025》的

“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机制与政策保障研

究”(项目编号 GYKYJ2016004) 

【年】  2017 

【期】  21 

 

26/52 

【题    名】  高职院校动漫专业教师下企

业顶岗实践的感悟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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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沈巧娜; 

【单    位】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教师顶岗实践是职业院校师

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提升专业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途

径。本文结合笔者的顶岗实践情况及学习心

得与体会对教师下企业顶岗实践进行了针

对性的总结。 

【年】  2017 

【期】  07 

 

27/52 

【题    名】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

等职业院校教师信息素质培养新要求分析 

【作    者】  黎军;王玲玲;宋晓晴; 

【单    位】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信息素养的定义

和内容,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师信

息素质培养的意义,并分析了高职学院教师

信息素养培养的现状和需求,最后展望了高

职院校信息化教学的良好愿景。 

【基    金】  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6年度科学研究课题:“互联网+教育”背

景下湖北省高职电子商务教师信息素养提

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JGB201664) 

【年】  2017 

【期】  21 

 

28/52 

【题    名】  高职“双师双能”师资建设

体系的跨界协同与路径选择 

【作    者】  秦芬; 

【单    位】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文献来源】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摘    要】  “双师双能”是高职教育对

教师职业能力提出的从人员构成到人员素

质、从专业知识到技术实践的双向度发展要

求。随着当前高职师资引进与培养劣势的逐

渐凸显,亟待高职院校进行师资建设体系的

整体改革,把选择和培育师资的空间扩展到

校外,借助企业行业等社会力量,以构建深度

合作的校企共同体为实现基础,以教育型企

业牵头承担师资培训为支撑条件,以跨领域

人才引进和完善评价激励制度为基本保障,

以双岗双职、平台构建为协同方式,合理整合

高职“双师双能”师资职业能力培养的多元

因素和运行方式,实现高职师资的跨界共育。 

 

【基    金】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 年度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专项研究

课题“闽台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比较

研究”(FJJKHX15-108) 

【年】  2017 

【期】  05 

 

29/52 

【题    名】  基于 TAFE视角构建“三段

四维递进式”高职青年教师双师培养模式 

【作    者】  陈兰; 

【单    位】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摘    要】  基于 TAFE视角下对于职业

教育教师能力的具体解构,针对高职院校青

年教师“双师”成长发展,构建了“三段四维

递进式”双师培养模式,提出在不同阶段、不

同维度上青年教师成长的目标及要求,以实

现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培养系统化。 

【基    金】  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会 2015年一般课题“基于澳大利亚 TAFE

师资建设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青年教师‘双

师’成长途径探究”(GDGZ15Y044) 

【年】  2017 

【期】  05 

 

30/52 

【题    名】  基于 AHP-神经网络的高职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作    者】  金贤; 

【单    位】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工程与信

息学院; 

【文献来源】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优选法构

建高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

层次分析法(AHP)确定评价指标权值的基础

上,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对高职教师专业实

践能力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效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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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基    金】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016 年

院级重点教改课题(JG201611) 

【年】  2017 

【期】  04 

 

31/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内涵

与途径的思考 

【作    者】  肖泽忱; 

【单    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本文在研究中以高职院校教

师职业发展为核心,明确高职院校教师职业

发展的内涵,分析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师职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促进高职

院校教师职业发展,并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

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年】  2017 

【期】  11 

 

32/52 

【题    名】  基于发展视角的高职教师考

核评价思考 

【作    者】  查科;阮文娜;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合作经济与科技 

【摘    要】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对改进教

师管理提出新要求,高职院校要通过调整考

核评价思路、创新考核评价方法来迎接新挑

战。本文分析发展性评价的内涵及特征,在对

当前高职教师考核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成

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以构建

考核评价体系,推进制度创新以调整考核评

价导向,实施分类管理以优化考核评价指标,

完善内部管理以闭环考核评价流程等优化

对策。 

【基    金】  2017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

高职院校教师综合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2017SJB1448);; 

2017 年苏州市软科学项目:“苏州制造业企

业‘机器换人’对就业人群的影响及对策研

究” 

【年】  2017 

【期】  21 

 

33/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提升中教

师自我诊断策略初探 

【作    者】  肖毅; 

【单    位】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当前各个院校的主要教学任

务就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目前高职院校的

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学生的各

方面素养的高低,也决定了学生在未来毕业

后能否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提升当前各大

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之一,

就是放开实行高职院校教师自我诊断策略

的实行。 

【年】  2017 

【期】  44 

 

34/52 

【题    名】  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教

师成长路径的选择 

【作    者】  俞林辉;熊璠; 

【单    位】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知识经济 

【摘    要】  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

学习活动的质量,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教

师的成长成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深入开展的关键。在分析了教师成长阻碍因

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需发挥政策作用,推

动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成长;学校改善教学氛

围,营造教师成长的良好环境;完善创新创业

教育教师成长的管理与保障等的可行路径。 

【基    金】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导师队

伍建设研究——以江西省为例》2015 年 12

月立项,省级,江西省教育厅社政处(项目编

号:GL1531) 

【年】  2017 

【期】  21 

 

35/52 

【题    名】  民办高职辅导员与专业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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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协同育人机制探讨——以钟山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作    者】  徐利; 

【单    位】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知识经济 

【摘    要】  高校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作

为与学生接触最多、影响最深的两支教育力

量,是高校育人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两个

部分。专业课教师教书育人,辅导员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本文以钟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借鉴成功案例,探讨民办高职院校如何构建

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机制。 

【年】  2017 

【期】  21 

 

36/52 

【题    名】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系统

机制打造 

【作    者】  堵有进; 

【单    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摘    要】  为突破高职院校优质师资难

以引进和不易留住的瓶颈,需要构建师资队

伍建设的系统机制。应当从强化人才的流动

机制、践行人才的选拔错位机制、实施人才

的薪酬激励机制等方面构建制度层面的变

革激励机制;从高水平教学平台、科研及服

务平台、实验实训平台建设构建学校层面的

筑巢引凤机制;从唯才是举、引培共生、优

胜劣汰理念出发构建高职院校人才集聚的

强基固本机制,提升高职院校师资的整体水

平,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奠定师资

基础。 

【基    金】  2016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组织认同视角下高

校派遣制教师积分管理激励效应研究”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SJB880171,项

目主持人:顾丽丽) 

【年】  2017 

【期】  21 

 

37/52 

【题    名】  高职院校复合型财会专业教

师的现状与培养刍议 

【作    者】  张红梅; 

【单    位】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系; 

【文献来源】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摘    要】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

量复合型财会人才,而复合型财会专业教师

是培养复合型财会人才的根本保证。在剖析

目前高职院校财会专业教师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比赛、校企合作、

外聘有实践经验的财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

专职或兼职教师等方式,来培养复合型财会

专业教师的建议。 

【年】  2017 

【期】  10 

 

38/52 

【题    名】  高职院校英语教师科研能力

发展困境及建议 

【作    者】  刘畅; 

【单    位】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本文就目前高职院校中教授

基础学科的英语教师在提升科研能力时所

面临的现状、困境和问题等展开讨论。笔者

通过分析和调查,将影响高职英语教师科研

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内外两部分,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一些建议来缓解高职英语教师科研

困难的局面,帮助其提升科研水平和能力。 

【年】  2017 

【期】  11 

 

39/52 

【题    名】  教学自主性:高职教师教学

工作诊断与改进的内生动力 

【作    者】  肖珊;周静; 

【单    位】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教学自主性在高

职教师参与教学诊改中的意义,梳理出教学

自主性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高职院校可开

展根植日常的教学研究、赋予教师更多教学

自主权、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等提升教师教

学自主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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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度科技教育研究发展基金;项目名称《高

职院校教师教学自主性;组织承诺的关系研

究——以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课题

编号:2017-880-08 

【年】  2017 

【期】  52 

 

40/52 

【题    名】  卓越院校视域下高职师资队

伍建设成本控制研究 

【作    者】  宋剑杰; 

【单    位】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市场 

【摘    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湖南省

卓越院校和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

然而,如何有效益地进行教师队伍建设,是高

职院校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介绍了

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管理为何要进行控制研

究,并对国内外教师队伍建设成本管理控制

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基    金】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2017 年

度校级课题《卓越院校视域下高职师资队伍

建设成本控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9 

 

41/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压力及职

业倦怠现状调查与分析 

【作    者】  尹海兰; 

【单    位】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

院; 

【文献来源】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应对

工作压力时表现出的一种负面迁移和衰竭

现象,是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高职院校教

师承担着培养高层次技能人才的重任,其职

业压力与职业倦怠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为此,

选取 542名高职院校教师,采用《教师职业倦

怠评定量表》和压力状况问卷进行调查,并将

结果与自陈压力状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

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压力较大;职业倦怠在

中等以上水平;不同特点的教师职业倦怠水

平存在差异;压力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 

【年】  2017 

【期】  05 

 

42/52 

【题    名】  翻转课堂教改背景下高职专

业教师面临的挑战 

【作    者】  张晓明;方启元; 

【单    位】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依托信

息技术,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资源库,对传统

课堂教学进行了颠覆,有效促进了信息技术

与高职教育的深度融合。本文通过分析当前

国内高职院校在推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与问题,讨论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面临的新挑战和

应对策略;探讨高职院校在"翻转课堂"教学

改革工作中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予教师重要

的指导意见和政策保障。 

【基    金】  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技术研

究规划课题一般课题(JB102)的阶段研究成

果 

【年】  2017 

【期】  44 

 

43/52 

【题    名】  高职院校双师结构教师队伍

的评价困境与对策 

【作    者】  马殷春; 

【单    位】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

分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高职院校的双师结构教师队

伍的评价存在着缺乏针对性、缺乏有效性和

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双师结构教

师队伍的复杂性、双师结构教师教学方式的

特殊性以及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存

在障碍。为了解决当前的评价困境,应当从转

变观念、调整政策、建立合作机制等方面改

革当前的教师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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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江苏省“十二五”教育规划

课题《“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策

略研究——以五年制高职会计专业为例》

(项目编号:D/2015/03/133) 

【年】  2017 

【期】  44 

 

44/52 

【题    名】  高职院校“四师”素质师资

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与对策探索 

【作    者】  田明武; 

【单    位】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升

级与转型对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的提高与

转变,以及社会就业压力日益突出。为培养更

高素质的学生,对高职院校的教师也就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四师素质"教师的概念

与基本要求的提出,是现代高职教育的必然

要求,而如何培养四师素质教师即为当前所

关注的热点问题。 

【年】  2017 

【期】  44 

 

45/52 

【题    名】  我国高职教师入职标准现状

及改进建议 

【作    者】  王辉; 

【单    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交际 

【摘    要】  笔者借鉴美国、澳大利亚、

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职教师入职标准的规

范、资格要求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对我国高职

教师职业能力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职业院校教师综合素

质、能力的提高提供借鉴。 

【基    金】  吉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十

二五规划科研课题“国内外高职教师职业标

准比较研究”(SZJ2014011) 

【年】  2017 

【期】  20 

 

46/52 

【题    名】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高

职语文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养成 

【作    者】  徐芳; 

【单    位】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高职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

养成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存在于教师共同

体"浸润"之下。"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模式为

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养成提供了理论支

持与现实支撑,在教师共同体的一系列实践

活动中,通过在参与中学习、学习时共享、共

享后反思这种互嵌式发展途径,可顺利实现

由边缘体到中心体的身份转变,从而促进高

职语文教师职业的专业化。 

【年】  2017 

【期】  20 

 

47/52 

【题    名】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作    者】  吴琦; 

【单    位】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信息技术进课堂是高职教育

领域教学改革的新要求,也是教育教学创新

式发展的重要环节,对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在分析高职教

师教育信息化能力现状的基础上,探讨高职

教师的教学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举措。 

【基    金】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信息化环境下高职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路径研究——以常州科教城5所高

职院校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

号:2016SJD880153) 

【年】  2017 

【期】  20 

 

48/52 

【题    名】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

展研究 

【作    者】  付奎亮; 

【单    位】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在论述信息化教学、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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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等基本概念

的基础上,建构了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知识

结构和能力结构。其中信息化教学的知识结

构,突出了高职教育教学的情境,信息化教学

的能力结构则将发展阶段与发展要素相结

合。最后在分析信息化教学能力特点的基础

上,给出了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

策略。 

【基    金】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016 年

教学改革研究重点立项课题(JG201612);;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

目(2015SJD330) 

【年】  2017 

【期】  05 

 

49/52 

【题    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研究 

【作    者】  李咏慧; 

【单    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培

养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的保证,高职院校

要区别于本科教学,找准定位,通过各种方式

和路径进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校

企合作、聘请兼职教师、培养专职教师,从而

提高整体的实践教学水平,推动高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 

【年】  2017 

【期】  30 

 

50/52 

【题    名】  高职院校教师工作满意度调

查分析——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作    者】  桂文龙;胡新岗;苏治国; 

【单    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 

【摘    要】  本文从领导与管理、工作环

境、工作岗位、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工作

成就、人际关系和学生品质 8个维度对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进行

了调查分析,并查找了该校教师某些方面工

作满意度较低的原因。针对调查结果,对提升

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

期为其他高职院校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和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供参考。 

【基    金】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苏教师[2017]15号);;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335教改教研”项

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10 

 

51/52 

【题    名】  “教育教学协同育人”教改

背景下的教师能力提升 

【作    者】  孙洁; 

【单    位】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高职院校在实施"教育教学

协同育人"教学模式过程中,对教师的综合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教育教学协

同育人"对教师的能力素质进行分析,结合目

前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要重点

加强师风师德建设、提高师资队伍能力、创

新培训管理,提高师资队伍建设质量。 

【年】  2017 

【期】  30 

 

52/52 

【题    名】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构

成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作    者】  曾青兰; 

【单    位】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伴随着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正在成为高职教

师教学能力的核心。通过分析高职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构成,遵循科学性,目标性,整体性、

综合性、实践性、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高职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三级指标评价体系,以

期为提高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促进高

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 

【基    金】  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5 年 度 科 学 研 究 重 点 课 题

(ZJGA201508);;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

重点课题(2014A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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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物技术职业教育教学委员会 2016 年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6008JG);; 

中国职教学会 2017-2018年度教学改革与教

材建设研究课题(1710877) 

【年】  2017 

【期】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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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题    名】  印刷设计中的可持续发展—

—浅谈武汉高校印刷设计中的环保理念 

【作    者】  王芳; 

【单    位】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印刷设计课程涉及的范围宽

广,内容丰富,是功能效用与审美意识的统一,

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

各方面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在印刷设计

教学中,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客户需求的

多元化;二是印刷工艺的多元化。作为高校

教师,在面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同时,需要明确

印刷设计的宗旨:以人和环境的发展为前提。 

【年】  2017 

【期】  07 

 

2/45 

【题    名】  我国快递电商包装市场的国

际化特征与发展趋势 

【作    者】  陈希荣; 

【单    位】  中国包装联合会电子工业包

装技术委员会; 

【文献来源】  今日印刷 

【摘    要】  <正>在向大工业转变的过程

中,国内快递电商市场国际化已成为包装业

发展的主要特征。摒弃传统加工包装方式,

寻求新的包装服务方式,是一大新课题。卓越

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增值模式。包装印刷企

业还将协调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和下游终端

用户企业的关系,实现从原材料供应到成品

交货运行的理想状态,提高整个系统的运 

【年】  2017 

【期】  11 

 

3/45 

【题    名】  国内电商包装件运输环境的

研究 

【作    者】  赵冬菁;王丽丽; 

【单    位】  曲阜师范大学工学院; 

【文献来源】  今日印刷 

【摘    要】  <正>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和“互联网+”时代中,现代科学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日益完善,网上购物也越来越

大众化,网购的普遍化极大地带动了电商物

流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快递服务业的迅速

发展,目前,快递已成为现代物流业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其中关于电商包装的设计是与运

输环境息息相关的,并且已经被许多学者研

究过了,但是国内关于电商 

【年】  2017 

【期】  11 

 

4/45 

【题    名】  不同厚度 PE膜包装对鲜食

石榴籽粒保鲜效果的影响 

【作    者】  初丽君;王琼;王敏;寇莉萍; 

【单    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保鲜与加工 

【摘    要】  以陕西临潼“净皮甜”鲜食

石榴籽粒为试材,采用不同厚度(0.02、0.03、

0.04、0.05 mm)PE保鲜膜对石榴籽粒进行包

装,在(4±1)℃条件下贮藏,定期对包装袋内

气体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色泽、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总酚、花色苷、细胞膜透

性进行测定,研究不同厚度PE膜对石榴籽粒

保鲜效果及感官品质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

不同厚度的包装膜对石榴籽粒的颜色及花

色苷的含量无显著影响,但随着厚度的增加,

呼吸作用明显受到抑制,并可较好地保持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及总酚含量,提高 DPPH 自

由基清除能力,抑制相对电导率的增加,保持

较好的感官品质。其中,0.05 mm厚的 PE包

装袋对石榴籽粒的保鲜效果最佳。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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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6 

 

5/45 

【题    名】  基于图像配准的药用玻璃瓶

印刷字缺陷检测 

【作    者】  王星;刘朝英;宋雪玲;郝存明; 

【单    位】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省科学

院;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准确检测出药瓶印刷字

的缺陷。方法采用目前流行的 SIFT 特征点

提 取 算 子 , 选 用 欧 氏 距 离 进 行 初 匹

配,RANSAC 进行精确匹配。结果药瓶在传

送过程中不管发生怎样变化,都能被检测出

其印刷字的缺陷,成功剔除不合格药瓶。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精确地提取图像

特征点,准确地匹配图像特征点对。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018935) 

【年】  2017 

【期】  21 

 

6/45 

【题    名】  基于 CSSIM 的印刷品图像

质量评价方法 

【作    者】  詹小英;马子龙;黄留佳; 

【单    位】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

西民族大学;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为解决印刷品图像质量

评价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评价结果不一致的

问题 ,以印刷制品为研究对象 ,基于

Contourlet 变换提出一种改进的图像质量评

价算法。方法在 Contourlet 域进行多尺度、

多方向分解,以获取不同尺度的图像特征。将

结构相似度直接应用于各 Contourlet分解频

带,得到不同频带的结构相似度;对不同频带

的结构相似度求加权和,进而获得整幅图像

的结构相似度,即图像的最终评价指标。结果

以 ISO 标准测试图像为基础进行实验研究

的结果表明,所述方法的综合评价效果最理

想 ,与主观评价的一致性最好。结论基于

Contourlet 变换域结构相似度的图像质量评

价方法能够更好地评价图像质量,符合人眼

的视觉特性,可用于印刷品图像处理。 

【基    金】  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GXGZJG2016B052) 

【年】  2017 

【期】  21 

 

7/45 

【题    名】  回归工程实践的包装机械系

列实践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讨 

【作    者】  贺兵;邱显焱;吴吉平; 

【单    位】  湖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基于"回归工程实践"的理念,

引入以学生为中心的CDIO及 ELED工程教

育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为目标,近些年来,湖南工业大学国家级

特色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围

绕包装机械系列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推进工

程教育改革,逐步探索出一条卓有成效的包

装机械设计工程师培养途径。 

【基    金】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重点项目“回归工程实践的包装机械系

列课程教学改革”(编号:2015A02);湖南工业

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

MOOC 理念的机械类专业系列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编号:2016A05);;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机

械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工程素质的培养研

究和实践”(编号:湘教通[2016]400号-457) 

【年】  2017 

【期】  21 

 

8/45 

【题    名】  机器人纸箱套装系统的轨迹

规划与分析验证 

【作    者】  曹冲振;徐杰;姜鹏;许彤然;

阚常凯; 

【单    位】  山东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保证机器人纸箱套装系

统稳定工作,提高包装质量与效率。方法对系

统进行整体规划后,确定纸箱套装系统的轨

迹点,对不同的运动过程分别在关节空间中



 

 28

和笛卡尔空间中进行轨迹规划,并生成各关

节插值曲线。借助 Matlab 对机器人进行仿

真实验,得出各关节角度规划曲线,并将之与

轨迹规划所得结果进行比较。利用机器人实

物对轨迹规划进行验证。结果各关节插值曲

线与角度规划曲线吻合,角度规划曲线平滑。

结论选用的套箱机器人轨迹规划方法可行,

结果正确。 

【基    金】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

(J16LB05) 

【年】  2017 

【期】  21 

 

9/45 

【题    名】  浅谈当前印刷专业教育现状

及发展思路 

【作    者】  李瑞娟;邓倩; 

【单    位】  河南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在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印

刷行业遭受很大冲击,同时印刷专业教育也

陷入了困境。本文分析了当前印刷专业教育

的现状,并提出了一些发展思路。 

【年】  2017 

【期】  11 

 

10/45 

【题    名】  包装设计在商洛农特产推广

中的商业应用对接研究 

【作    者】  王媛; 

【单    位】  商洛学院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本文通过商洛农特产包装的

商业合作、市场互动、宏观分析及微观思考

的方式展开关联性研究,进一步让学生参与

商业设计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创

新思路的可行性,从而思考课堂教学与商业

实践的关系,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完善思维。

同时,调研过程中的互动实践能够为未来设

计从业者带来新意,立足地域新兴的特色经

济模式,共同关注和推动我国农特产包装设

计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促使高校包装设计课

程的教学创作可以有效实现走出课堂、服务

地方、融入生活,进一步树立新时代设计从业

者的理性教学观和绿色发展观。 

【年】  2017 

【期】  09 

 

11/45 

【题    名】  基于 BOPPPS模型的包装设

计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作    者】  郝凤枝;田华; 

【单    位】  山西工商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导刊 

【摘    要】  针对包装设计课程主动学习

积极性不高等实际存在的问题 ,借鉴

BOPPPS 课程设计模型,探讨基于 BOPPPS

模型的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模型,将课堂教

学延伸至课前和课后,探讨学生主动参与学

习的教学模式。 

【基    金】  2016年山西工商学院专项教

学改革创新项目“基于 BOPPPS模型的教学

研究与实践”(批准号:JG201607) 

【年】  2017 

【期】  31 

 

12/45 

【题    名】  包装设计教学与黑龙江本土

资源的契合性研究 

【作    者】  石莹莹;付晶;刘一多; 

【单    位】  黑龙江三江美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黑龙江省 2016 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文件指出,要鼓励学生在本土文化上

创新。让人才留下来,让本省文化走出去。依

托本土资源而进行的包装设计教学,其目的

也是能让文化流通起来,更好地将本土文化

宣传出去,从而探索一种将包装设计和地域

特色文化、绿色设计与经济相融合的包装设

计教育。 

【年】  2017 

【期】  09 

 

13/45 

【题    名】  翻转课堂视域下的包装专业

课程改革 

【作    者】  王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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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天津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 

【摘    要】  翻转课堂的出现为教学改革

带来了新思路。文章从高职院校包装专业课

程教学中的问题入手,探讨了翻转课堂对包

装专业课程改革的启示,并提出了改革新思

路。 

【基    金】  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会项目“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实施与教学

内容重组研究”(课题编号:XIV500)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1 

 

14/45 

【题    名】  国际工程物资运输包装管理

浅析 

【作    者】  李新龙;蒲春涛;周德超; 

【单    位】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国际工程物资及时、顺利、

完好地抵达项目所在地是国际工程项目成

功的重要保障,由于物资包装不适合国际运

输而导致的物资,特别是设备的损坏或损伤

是国际工程项目物资经常出现的问题。本文

就其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预防性措施和建议。 

【年】  2017 

【期】  31 

 

15/45 

【题    名】  柔性基底导电银墨水喷墨打

印工艺分析 

【作    者】  曹威武;潘开林;韩旭峰;李婷

婷;王文佳; 

【单    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微纳电子技术 

【摘    要】  以银导电墨水为打印墨水材

料,以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TPU)薄膜

为柔性基底材料,通过压电式材料喷墨打印

机在柔性基底上打印导电膜图形。通过光学

显微镜对基底材料表面打印银墨水状态观

察发现:基底表面亲水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基

底对银墨水的吸附力;柔性薄膜适当的预拉

伸有利于提高薄膜平整度,提高墨水打印导

电膜图形的质量;墨滴质量、喷嘴状态及喷

嘴和基底薄膜的间隙校正是保证打印均匀

性的关键;在烧结工艺中,采用逐渐提高温度

的方式,可达到逐渐释放热应力的目的,减少

由于温度剧变对 TPU 薄膜表面银墨图形结

构产生变形或龟裂的现象,可有效地提高烧

结后所形成导电图案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61474032);;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YCSW2017135) 

【年】  2017 

【期】  11 

 

16/45 

【题    名】  CTP技术在高校陶瓷印刷实

验室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金亮; 

【单    位】  景德镇陶瓷大学;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针对目前陶瓷印刷行业的特

点,本文就 CTP 技术的内涵、应用现状及在

高等院校陶瓷印刷实验室教学中的具体应

用进行探索,具体分析了 CTP 技术目前的发

展状况,阐述了 CTP 技术在陶瓷印刷实验室

的应用和发展趋势,以及将 CTP 技术引进高

校陶瓷印刷实验室中起到的推动陶瓷印刷

实验室教学改革,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

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陶瓷设计人才的重要

作用和意义。 

【基    金】  景德镇陶瓷大学(2017)开放

性实验项目 

【年】  2017 

【期】  06 

 

17/45 

【题    名】  大数据环境下包装设计课程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  李娜;龙虎; 

【单    位】  凯里学院; 

【文献来源】  美术教育研究 

【摘    要】  大数据环境下,翻转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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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具有固有的教学

模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阐述了大数据与翻转课

堂教学的概念,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包装设

计课程教学翻转课堂结构,并对包装设计课

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究。 

【基    金】  凯里学院院级规划课题:民

族地区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象”与“意”

研究(项目编号:S1508) 

【年】  2017 

【期】  20 

 

18/45 

【题    名】  融入地域文化艺术资源的包

装设计课程教学分析 

【作    者】  左文; 

【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美术与艺术设

计学院; 

【文献来源】  黄河之声 

【摘    要】  在我国各大艺术高校中,包装

设计课程是一门基础的学习课程,属于我国

培养高素质商业设计人才的重要模式。本文

以优化包装设计课程内容为切入点,围绕地

域文化资源与设计课程的融合对策进行阐

述,希望能提高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 

【年】  2017 

【期】  15 

 

19/45 

【题    名】  印刷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作    者】  贾彦金; 

【单    位】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印刷 

【摘    要】  <正>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

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则,本着建设主体多

元化的原则……要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厂校

合作,不断改善实训、实习基地条件";"要积

极探索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

合新模式,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

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以企业为主组织实训

";"加强和推进校外顶岗实习力度,使校内生

产性实训、校 

【年】  2017 

【期】  05 

 

20/45 

【题    名】  在“包装设计”课程中 3D

打印技术对学生行动点激活方法的研究 

【作    者】  朱华明; 

【单    位】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美与时代(上) 

【摘    要】  从行业和社会技术发展的需

求出发,对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

与制作专业”包装设计”课程内容进行了革

新,将3D打印和区域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作

为“包装设计”课程内容革新的重点,以此为

基础可对学生行动点激活方法进行相应研

究。 

【年】  2017 

【期】  10 

 

21/45 

【题    名】  “全息防伪印刷质量在线检

测系统”实现方法 

【作    者】  吕伟;石俊民; 

【单    位】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弘浩千瑞科技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绿色包装 

【摘    要】  全息防伪材料的随角变色性

导致其印刷图像质量难以检测和控制。通过

显微分析全息防伪材料表面微观结构,结合

材料特有的光学特性,设计检测系统整体方

案,包括图像采集单元,图像处理单元,通讯与

输入输出单元。图像处理与分析模块是检测

系统的核心功能模块,通过软件对输入的图

像数据进行系统化计算,并与标准图像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输出运算结果。系统具有自我

学习功能,对印刷产品的细小缺陷能够自动

识别并补充到数据库中,同时修订标准图像

参数。项目提出新型印刷图像在线检测系统

方案,能有效解决了现有印刷质量在线检测

系统的图像处理与数据传输不适合全息防

伪印刷的问题。 

【年】  2017 

【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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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题    名】  项目化教学模式在包装设计

课程中的尝试 

【作    者】  张帅; 

【单    位】  湖南城市学院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通过对传统的包装设计课程

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项目化

教学模式,并总结归纳出具体的教学流程,为

包装设计课程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项

目化教学模式与教学流程为特色,探讨如何

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设计、实践、合

作等方面的能力,为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年】  2017 

【期】  10 

 

23/45 

【题    名】  超声波焊接机在印刷 CTP

版生产线上的应用 

【作    者】  陈志强; 

【单    位】  柯达(中国)图文影像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超声波焊接基本

原理及超声波金属滚焊在印刷 CTP 版生产

线上的应用,描述了设备优化和选择超声波

接片方式的过程。通过实验和分析,结合生产

设备实际情况,确定了设备工作参数范围,并

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年】  2017 

【期】  10 

 

24/45 

【题    名】  一般光照条件下铝塑泡罩药

品包装检测系统 

【作    者】  张中然;焦波;孙志勇;丁明娜; 

【单    位】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 

【摘    要】  铝塑泡罩包装是目前主要的

药品包装形式,其表面在不同的光照和拍摄

角度下成像情况变化较大。为了解决包装过

程中产生的漏粒问题,采用视觉在线检测技

术代替传统人工检测,设计了目标区域分割

算法,对不同尺寸、形状的铝塑泡罩包装的药

品快速准确提取目标区域。针对实际检测中

光照情况不稳定和药品包装表面复杂的反

射情况,设计了图像分割算法,可在准确分辨

药片位置。开发了基于 OpenCV和 Qt的视

觉检测系统,并搭建实验平台,采用30万像素

200 帧摄像机拍摄,图像检测速度在 150 ms

以内,能适应非白色药品的多种铝塑泡罩包

装的检测。系统对照明要求低、适应性强。

可以代替人工检测。 

【基    金】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

目(J16LB62) 

【年】  2017 

【期】  05 

 

25/45 

【题    名】  多晶硅电池无网结网版印刷

工艺匹配性研究 

【作    者】  赵科巍;刘文超;贾雪平;张波; 

【单    位】  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省光伏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  煤 

【摘    要】  通过实验优化扩散方阻、选

择适当正银浆料以最佳匹配无网结网版,达

到提高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

结果表明:适当提高扩散方阻、采用特定浆

料结合无网结网版能够提高副栅线的高宽

比,减少受光面积,进一步提高多晶硅太阳能

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 

【基    金】  山西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2015081056);; 

山 西 省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重 点 项 目

(201603D112007) 

【年】  2017 

【期】  10 

 

26/45 

【题    名】  以技能大赛为导向  改革推

进印刷媒体技术专业实训教学 

【作    者】  刘巧儿; 

【单    位】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印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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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2016年第 44届世界技

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全国选拔赛及第

五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吸引了众

多印刷院校,尤其是职业院校积极派员参加,

参赛人数规模创造了历史之最。2017 年 6

月 6 日,中国国际技能大赛在上海和苏州盛

大开幕,吸引了 35个国家和地区的 227名选

手参与比赛。为何众多职业院校热衷于参加

这类技能大赛?首先,技能 

【年】  2017 

【期】  10 

 

27/45 

【题    名】  现代包装设计教学与发展探

究——评《包装设计》 

【作    者】  刘亚军; 

【单    位】  广东科技学院艺术设计系; 

【文献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 

【摘    要】  <正>包装设计是众多设计中

的一类,包装设计与其他设计既有一定的关

联性,又有着具体的差异性。探寻包装设计的

平面设计和结构设计规律,让学生正确掌握

包装设计的技巧,合理利用包装设计提高产

品的知名度,正成为许多高校研究者研究的

重要课题。李丽、任义、张剑等人编著的《包

装设计》一书正是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包

装设计内容的经典作品。《包装设计》一书

由八章内容组成。第一章为"包装设计概论

",包括包装的定义、包装的功能、包装设计

的主要任务等内容。包装设计的功能 

【年】  2017 

【期】  10 

 

28/45 

【题    名】  包装设计专业毕业设计教学

思考 

【作    者】  陈丽莉; 

【单    位】  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文献来源】  湖南包装 

【摘    要】  包装设计专业毕业设计是集

实践和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教学环节,在专业

课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传统教学

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今多元化市场对设计人

才的需求。笔者以包装设计专业毕业设计环

节具体内容为出发点,分析当下毕业设计教

学现状及问题存在的原因,并结合实际教学

情况思考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具体方法和思

路,以真正达到提高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的目

的。 

【年】  2017 

【期】  03 

 

29/45 

【题    名】  凹版印刷机收卷张力系统稳

定性控制研究 

【作    者】  邵明月;武吉梅;刘善慧;王砚;

房凯; 

【单    位】  西安理工大学机械与精密仪

器工程学院;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与数字

媒体学院;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摘    要】  机组式凹版印刷机的张力控

制技术十分重要,恒定的印刷张力是保证印

品套印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控制系统的建

模理论和控制技术成为制约机组式凹印机

技术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陕西北人机组

式凹版印刷机FR400ELS的收卷系统为研究

对象,建立了张力系统模型,得到了张力系统

在速度模式下的动力学方程。针对张力系统

存在非线性、强耦合、强干扰及参数时变等

问题,论文基于 PID 控制技术,提出了收卷张

力系统在速度模式下的非线性控制策略。通

过仿真分析和实验测试研究,证明了 PID 控

制器在速度模式下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和抗

干扰能力,能够实现恒定的张力控制。此研究

为机组式凹版印刷机张力稳定控制提供了

理论依据。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1272253,11202159) 

【年】  2017 

【期】  03 

 

30/45 

【题    名】  包装设计课程的定位以及改

革策略探究 

【作    者】  钱江; 

【单    位】  苏州科技大学传媒与视觉艺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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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现今,社会公众审美旨趣的提

升,无形中推动了包装设计的发展,进而使得

包装设计专业成为一门"显学"。因此使得高

职院校而言,如何科学制定包装设计课程教

学体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是一项应当引起

足够重视的教改工作。本文将从"众创"时代

背景下包装设计课程定位要求入手,对包装

设计课程教革思路展开研究,以供参考。 

【年】  2017 

【期】  18 

 

31/45 

【题    名】  艺术设计工作室制包装设计

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作    者】  万剑; 

【单    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基于

工作室的包装设计系列课程改革研究与实

践,充分利用包装设计"五感"教学法进行课

程方法的改革,通过工作室与课堂教学结合,

将课程安排、教学内容、课程学时、实践环

节、作业布置等紧密结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改革与实践,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实践技能,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基    金】  浙江省 2015 年度高等教育

课堂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工作坊的包装设计

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kg2015663)阶段性成

果;; 

2017 年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包装设计系列课程改革

研究与实践》(2017YGH043)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9 

 

32/45 

【题    名】  《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

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初探 

【作    者】  徐绍虎;杨祖彬;张书彬;崔爽; 

【单    位】  重庆工商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现代经济信息 

【摘    要】  为了适应培养包装工程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必须对《包装计算机

辅助设计实训》课程进行教学内容改革。本

文从切实提高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软件操

作能力和包装结构综合分析能力出发,探索

了《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课程的教学

内容设计。 

【基    金】  重庆工商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项目编号:2016215) 

【年】  2017 

【期】  18 

 

33/45 

【题    名】  基于超像素的印刷品色差在

线检测方法 

【作    者】  张洋;普杰信;梁灵飞;张蕾; 

【单    位】  河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测控技术 

【摘    要】  针对彩色印刷行业中,印刷品

色差在线检测准确率低、速度慢的问题,提出

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基于超像素的思想,采用

简单线性迭代聚类 (SLIC,simple linear 

iterative clustering)算法,对具有相似特征的

相邻像素进行聚类,形成结构紧凑、近似均匀

的像素块,每个像素块即为一个超像素。用超

像素代替像素块内多个相似像素,分别提取

标准图像和待检测图像的颜色特征。再用

CIEDE2000色差公式进行色差计算。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检测结果准确率的基

础上,能够有效地减少数据计算量,提高检测

效率。 

【年】  2017 

【期】  09 

 

34/45 

【题    名】  包装设计课程中笔墨元素应

用教学研究 

【作    者】  柴彬彬;冯欣; 

【单    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和范畴内,包装设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

一直深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同时,产品的包装

设计作为一种对各类产品对象进行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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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的活动,具备艺术性、人文性、实用性等

基本特点,也与广大受众存在密切的联系。因

此,在包装设计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

地推进教学工作,让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必须思考

的课题。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

灵感,提出了以笔墨类元素作为引领,从而更

好地突出包装设计的美感和艺术性。 

【年】  2017 

【期】  09 

 

35/45 

【题    名】  丝网版画创作实践思考 

【作    者】  袁爱莉; 

【单    位】  红河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丝网版画是当代高校艺术课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网版画是一门动手操

作性很强的艺术,想要创作出一幅形神兼具

的丝网版画,必须具备高超的创作技法。这就

要求高校丝网版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

教学重点放在传授学生创作技法、增强学生

创作能力方面。本文针对丝网版画创作实践

的相关教学对策进行研究。 

【年】  2017 

【期】  09 

 

36/45 

【题    名】  关于新形势下丝网版画教学

改革的思路 

【作    者】  孙立丽; 

【单    位】  沈阳大学美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在当今美术学院教育中,针对

我国版画艺术整体发展走势,版画教学如何

适应社会的发展,版画特点如何以最有效的

方式介入教学、使学生通过专业学习突出创

作力并兼备全面综合素质,是美术工作者需

要不断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艺术教

育个性化、多元化等特点的日渐凸显,沈阳大

学的研究方向调整为从培养专业人才向培

养技术性人才转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沈阳大学美术学院版画系不断地调整和改

革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从原有的教学实践

出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探寻能够适应新形

势、新要求的变革途径。 

【年】  2017 

【期】  09 

 

37/45 

【题    名】  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

“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作    者】  朱华明; 

【单    位】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美与时代(上) 

【摘    要】  "包装设计"是广告设计与制

作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和创意性。市场需求对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

包装设计制作类课程发展的导向性作用很

大,决定了该课程的行业定位及今后几年的

发展方向。因此,在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中,"

包装设计"课程要彰显数字化、区域化和功

能化。可根据目前市场及行业的需求,将 3D

打印技艺融入传统"包装设计"课程,使教学

实践的内容行业化,项目市场化。在"包装设

计"课程的教学环节中,我们必须革新教学模

式,即采用"理实一体化""项目引领""工作室

制"等适合高职学校学生的多元化教学方法

及手段,以满足"包装设计"课程实践教学项

目化的实施。 

【基    金】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青年

基金项目“3D 打印技术在包装设计课程中

的应用研究”(2017QNJJ17)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9 

 

38/45 

【题    名】  丝网印刷成本估算分析 

【作    者】  赵晨飞; 

【单    位】  陕西科技大学;轻化工程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  网印工业 

【摘    要】  <正>丝网印刷承印物广泛,

墨层厚实,为四大印刷方式之一。丝网印刷也

因其广泛的应用,成本核算没有统一的软件,

都是针对产品进行核算。在当前印刷数字化、

信息化的趋势下,需要对网印成本进行估算,

并开发相应的软件。笔者作为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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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专业的教师,十几年来从事丝网印刷的

教学,在教学中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发现各个

专业书籍及期刊对丝网印刷的成本 

【年】  2017 

【期】  09 

 

39/45 

【题    名】  高职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作    者】  朱洁皓; 

【单    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包装设计课程作为高职院校

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对前期课程所

学知识的综合运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

提高学生实战的水平,进一步减小学校教学

与企业真实工作流程之间的差距,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所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

再适应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及效果的

要求,应该有针对性地从课堂教学模式、手段

等方面思索进行改革。 

【基    金】  《基于地方特色产业的高职

包 装 设 计 课 程 教 学 研 究 》 ( 课 题 编

号:SY20161207-11) 

【年】  2017 

【期】  17 

 

40/45 

【题    名】  单张纸胶印模拟仿真课程教

学设计 

【作    者】  冀俊杰; 

【单    位】  山东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印刷杂志 

【摘    要】  <正>为了解决以工作过程为

导向的平版印刷专业课程在一体化教学中

的印刷技能实训设备工位短缺问题,印刷模

拟仿真系统应运而生。很多印刷职业院校选

择 SHOTS印刷模拟系统进行辅助教学,从而

部分实现平版印刷课程教学的信息化提升

改造。2016 年,沈都和李树章编著的《单张

纸胶印模拟系统》为现有的单张纸印刷机操

作实训课程增色不少。 

【年】  2017 

【期】  09 

 

41/45 

【题    名】  全自动泡罩药品包装视觉检

测控制系统设计 

【作    者】  马志刚;赵志强;王保云; 

【单    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

范大学;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为了提高泡罩药品包装

的检测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药品包装质

量。方法设计一套基于 DSP 和触摸屏的泡

罩药品视觉在线检测系统 ,利用 TMS320 

DM365 芯片完成泡罩药品图像的处理和核

心控制,由触摸屏和 LCD液晶显示屏实现控

制系统在线监控和图像处理结果显示,并在

硬件结构基础上完成控制系统软件设计。结

果通过对该系统的实验测试可知,该系统准

确检测率高达 100%。结论该控制系统能够

实现泡罩药品包装缺陷的快速检测,检测准

确率较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 

【年】  2017 

【期】  17 

 

42/45 

【题    名】  基于 BIMF-GLCM分析的印

刷网点异常状态诊断方法 

【作    者】  郑新; 

【单    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包装工程 

【摘    要】  目的为了实现印刷生产过程

中网点异常状态的智能诊断,提出一种基于

二维经验模式分解(BEMD)的网点特征提取

方法。方法通过对网点图像的 BEMD 分析,

获取了其二维本征模式分量,并利用灰度共

生矩阵(GLCM)对其进行特征提取,构建印

刷网点的特征表示向量。结果依托支持向量

机决策方法开展分类实验,所提出的方法能

够准确诊断出网点压力不当、水墨不均等异

常状态,网点分类实验的正确率达到 90%以

上。结论 BIMF-GLCM 分析对于网点特性

有着很好的表征能力,相关研究为印刷网点

智能诊断特征集的构建提供了有效方法。 

【年】  2017 

【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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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题    名】  融入数字技术的包装容器设

计实践教学研究 

【作    者】  梁晓宇; 

【单    位】  桂林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评论 

【摘    要】  <正>如今,兼具实用性和艺

术性于一身的包装设计被广受欢迎,消费者

对包装容器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挑剔的

用户希望拥有更多具有个性的设计。近年,

国内的包装容器设计较过去有了大跨步的

提升,但很多设计仍有国外设计的影子,笔者

认为主因还是国内高层次的设计人才匮乏。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包装设计教学都在不

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教学方法,国家对

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在信息化时代, 

【基    金】  广西高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桂教科研(2016)7

号);; 

民族特色旅游工艺品研究中心基金资助,广

西重点学科 (项目编号 :桂教科研 (2016)6

号);; 

设计学基金资助 

【年】  2017 

【期】  09 

 

44/45 

【题    名】  案例讨论式教学法在包装标

准与法规课程中的实践 

【作    者】  郝发义;陈景华; 

【单    位】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

术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  上海包装 

【摘    要】  "包装标准与法规"是研究在

包装开发、生产与检测、运输配送和销售以

及废弃等全过程中所需遵守的准则的一门

课程。针对在课程讲授中存在的内容多、教

学方法单一、难于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等问题,

本文提出案例讨论式教学方法,同时将教学

内容模块化。这种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教

学实践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总结

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

果的目标。 

【基    金】  项目资助:上海市属高校应

用型本科(试点)建设(包装工程)资金 

【年】  2017 

【期】  08 

 

45/45 

【题    名】  基于整体包装解决方案的

《包装综合设计》的教学探讨 

【作    者】  段瑞侠;曹国华;陈金周; 

【单    位】  上海包装 

【文献来源】  上海包装 

【摘    要】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

整体包装解决方案必将成为未来包装行业

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在整体包装解决方案的

理论基础上,探讨了《包装综合设计》课程的

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具体的实施方法,加深学

生对包装专业的整体认知和全面理解,培养

包装专业学生系统化的专业视野和团队协

作进行整体包装方案的能力。 

【年】  2017 

【期】  08 

 

酒店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64 

【题    名】  基于高职酒店管理学生实习

后人才培养调查的课程建设思考 

【作    者】  阳淑瑗; 

【单    位】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

系;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针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习

后学生的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显示,企业要求

实习生具有吃苦耐劳、安全意识和团队精神,

看重工作态度和专业素养与技能;而学生最

需要加强安全防范知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

理能力。因此,课程建设中应推进全课程育人,

注重职业素养和发展能力的培养,应重视大

学生职业安全和心理安全教育,同时改进课

堂教学设计,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基    金】  基于微信平台的互动课堂教

学改革研究,201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院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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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研究项目(2015YB07) 

【年】  2017 

【期】  35 

 

2/64 

【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在“校企合作、

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作    者】  邓惠玲; 

【单    位】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酒店管理专业是高职院校实

践性较强的专业,而"校企合作、工学交替"

的培养模式现已在该专业的培养过程中应

用普遍,本课题以兰州外语职业学院酒店管

理专业为例,就目前模式现状进行研究。 

【年】  2017 

【期】  23 

 

3/64 

【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模式探析与实践研究——以桂林旅

游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刘爱萍;李强; 

【单    位】  桂林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桂林旅游学院国际酒店管理

学院学习、借鉴“洛桑模式”,并加以中国化,

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融

合进阶式”酒店管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

式,该模式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技能学习

阶段,主要学习酒店实操技能与服务知识;二

是知识学习阶段,主要学习酒店运营管理知

识;三是理念学习阶段,主要学习战略管理知

识。这三个阶段的教学过程由浅入深、由易

入难、由实践入理论,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情

感、社会责任感、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 

【年】  2017 

【期】  23 

 

4/64 

【题    名】  酒店茶艺创新人才培训探讨 

【作    者】  张苏银; 

【单    位】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合作经济与科技 

【摘    要】  高职学校茶艺创新人才的培

养,首先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实习基地,酒店

管理专业茶艺实践基地建设是一个逐步完

善的过程,高职学院实践基地的建设,校企合

作模式运作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高职院校更

注重实践基地的建设,突破过去的框架,构建

高等职业茶艺教学培养目标,以满足企业需

求和学院自我实践基地发展,提高茶艺创新

人才培养的整体实践能力。 

【年】  2017 

【期】  23 

 

5/64 

【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实验教学相关

概念的界定 

【作    者】  万光玲; 

【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酒店专业(本科)(后面简称"

酒店专业")增加实验教学的比重,有助于毕

业生与就业岗位快速对接。酒店专业的实验

教学,在课程方面涉及独立实验课程、附属型

实验课程、实验项目、实验步骤、课外实验

等概念,分为验证、研究、操作、设计、综合

等实验目标概念,有演示、实训、游戏、仿真、

实战等实验手段与方法。本文为酒店专业形

成理论体系完整、操作性强的实验教学体系

奠定基础。 

【年】  2017 

【期】  03 

 

6/64 

【题    名】  基于湖南星级酒店智慧化发

展的应用型本科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

究 

【作    者】  邹莎; 

【单    位】  湖南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伴随着智慧旅游、大数据时

代的来临,酒店行业从管理、服务模式到产品

提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提出应

用型本科酒店管理专业必须以智慧酒店的

需求为核心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改革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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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协同培养酒店人

才以适应湖南酒店智慧化发展的趋势。 

【年】  2017 

【期】  33 

 

7/64 

【题    名】  基于 CDIO教育理念的高职

酒店管理教学实践研究 

【作    者】  张东玲; 

【单    位】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简述了 CDIO理念的内

涵,针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在教学实践

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运用 CDIO 教育

理念于高职酒店管理教学实践中的基本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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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201636) 

【年】  2017 

【期】  47 

 

8/64 

【题    名】  基于 PBL 的高职《酒店英

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探索 

【作    者】  刘益真; 

【单    位】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国际商务

系; 

【文献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 

【摘    要】  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将传统

线下教学和线上网络化教学的优势结合起

来。基于 PBL 的《酒店英语》混合式教学,

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通过真实

的、引发性的项目,激发学生探究性、合作性、

个性化学习行为,加强线上学习与课堂教学

的衔接,强调教师在项目驱动、课堂导学、自

主探究、协作学习、活动评价等教学活动中

引导作用的发挥,同时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和社会性交往需求。 

【基    金】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2016 年

度院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职旅游管理专

业信息化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以《酒店英

语》为例”;; 

2017 年度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基于 PBL 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混合式

教学模式应用研究”(2017273)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32 

 

9/64 

【题    名】  与行业标准相衔接的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优化研究——以本科酒店管

理专业为例 

【作    者】  伍艳玮; 

【单    位】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改革与开放 

【摘    要】  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是培

养酒店人才的保障。通过分析目前应用型本

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据行业标准,提出优化的

对策,以期提高酒店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基    金】  盐城工学院教学改革“适应

区域发展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研究项目(编号:JY2015B15-03) 

【年】  2017 

【期】  21 

 

10/64 

【题    名】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酒店管理

专业建设研究 

【作    者】  王艳英; 

【单    位】  唐山市职业教育中心;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新时期,随着教学模式的不断

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校企合作模

式在酒店管理专业的具体应用,在具体教学

实践环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且成为学

校在实现自身教育改革发展环节主要的努

力方向。酒店管理专业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为此,在采用校企合作模式下,首先需要将实

践性教学作为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同时,

我们还需要客观的正视酒店管理专业,在采

用校企合作模式实现发展环节,面临的许多

问题。本文通过对客观存在问题分析和探讨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其发展对策做出了一

定的认识。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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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1 

 

11/64 

【题    名】  酒店管理特色专业培育研究 

【作    者】  李鹏举;何凡;李极霄; 

【单    位】  四川理工学院经济学院;昌

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文献来源】  商场现代化 

【摘    要】  酒店管理教育的超规模发展

使高校的酒店管理专业教育面临一系列问

题,培育特色的酒店管理专业已成为高校的

当务之急。本文以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

以培养大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在课

程建设、师资建设、实践建设和人才培养四

个方面提出了逐步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培养

适应新形势复合型人才的建议。 

【年】  2017 

【期】  21 

 

12/64 

【题    名】  混合教学模式在双语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探析 

【作    者】  邓秋霞; 

【单    位】  广西师范学院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教育信息化 

【摘    要】  混合教学是将在线课程与线

下面授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为解决酒店

管理双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课时紧张、学生

能力培养不足、难以兼顾不同英语水平学生

的需求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结合酒店管

理双语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提出学生课前在

线自主学习,课堂完成任务的"先学后做"的

混合教学模式以及具体的教学活动流程、课

程考核方案。 

【基    金】  2015年广西师范学院教学改

革项目“基于 CBI理念的旅游管理专业双语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年】  2017 

【期】  22 

 

13/64 

【题    名】  股权众筹平台与新三板服务

业行业风险对比分析——基于卡方检验的

研究 

【作    者】  吴晶妹;邵俊睿; 

【单    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 

【文献来源】  现代管理科学 

【摘    要】  众筹业整体规模呈猛增之势,

股权众筹更是成为融资方和投资者偏好的

投融资方式,然而股权众筹融资企业往往为

初创型企业,企业规模小,成立时间短,同时现

有风险模型较少涉及此类企业的信用风险

分析,因此股权众筹融资企业存在逆向选择

的可能性。文章运用 Z评分模型分析了新三

板和股权众筹平台餐饮行业、酒店行业、教

育行业和零售行业的整体风险情况,并利用

卡方检验分析两个平台上述行业风险是否

存在较大偏差,最后对投资者在股权众筹平

台的投资以及股权众筹平台对融资项目信

用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    金】  2017年国家电网公司委托项

目“信用评价方法及信用指标评价体系研究” 

【年】  2017 

【期】  11 

 

14/64 

【题    名】  基于市场需求视角的高职酒

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作    者】  高彦; 

【单    位】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摘    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酒店

行业成为又一新的朝阳产业,酒店数量及服

务质量都在不断提升,这就对酒店管理人员

能力及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更好地满

足市场需求,有必要加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为酒店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专业

人才。本文以当前酒店业人才需求现状为基

础,结合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从

多角度探讨了基于市场需求视角的高职酒

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策略,以期为酒店业提

供更多高质量的管理人才。 

【年】  2017 

【期】  31 

 

15/64 

【题    名】  “前店后院”教学模式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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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服务与管理”项目课程的开发 

【作    者】  姜华;祝晔;姜锐; 

【单    位】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前店后院”人才培养模式

是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的有效手段之一,“前

店”的创立有助于推动“后院”现代学徒制

的实现。课程组基于“前店后院”人才培养

模式的视角,以“前厅服务与管理”课程为试

点,与“前店”一起进行了项目课程的重塑。

从“前厅服务与管理”项目课程的开发与设

计思路、项目课程内容的分析与构建、项目

课程教学的实施、项目课程教学的技巧四个

方面进行了阐述。 

【年】  2017 

【期】  31 

 

16/64 

【题    名】  基于 Kano模型的酒店顶岗

实习满意度调查研究 

【作    者】  王宏兰; 

【单    位】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济师 

【摘    要】  对于酒店管理类专业学生来

说,顶岗实习是其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但在

实际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很多院校在顶岗

实习环节存在着满意度不理想问题。文章基

于 Kano模型的酒店顶岗实习满意度展开了

调查研究,希望这一调查研究取得的结果能

够为相关院校带来一定启发。 

【年】  2017 

【期】  11 

 

17/64 

【题    名】  浅析湖南省高职院校酒店管

理专业外语服务技能考核试题题型特点及

教学策略 

【作    者】  罗洁; 

【单    位】  湖南省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基

础部;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本文对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外语服务、技能考核试题

标准内容、模块等进行提炼归纳,并提出教师

应该采取的教学策略。 

【年】  2017 

【期】  31 

 

18/64 

【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视角下

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初探——以三亚学

院为例 

【作    者】  郑惠子; 

【单    位】  三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以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

的视角,探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问题,通过

对毕业生市场需求和专业教育的感知态度

进行问卷调查,从而为高校在未来培养方向、

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性改

革提供一定参考。 

【年】  2017 

【期】  44 

 

19/64 

【题    名】  浅谈酒店服务英语课堂的教

学艺术 

【作    者】  韩燕; 

【单    位】  海南省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海南新兴旅游业快速发展,

当地政府顺势引导,要求各院校、各培训机构

加大对酒店服务行业的培训力度。本文在此

就如何利用课堂教学艺术进行酒店服务英

语教学展开探讨。 

【年】  2017 

【期】  31 

 

20/64 

【题    名】  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酒店管

理专业“岗课证融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以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王晓洋;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

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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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核心,将酒店主要岗位能力课程的教学

要求与所对应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标准进

行详尽的剖析和对照,并结合岗位实际要求,

对各工种相对应的实践课程教学内容进行

整合,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引进美国饭店协会

酒店管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形成高职酒店

管理专业的“三位一体”的实践课程教学体

系。 

【基    金】  苏州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酒店管理专

业“课证融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16000Z057) 

【年】  2017 

【期】  11 

 

21/64 

【题    名】  “课赛融合”模式运用于旅

游管理专业职场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研究 

【作    者】  唐丽丽;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

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本文以江苏省高职高专英语

口语大赛为切入点,致力于研究如何将“课赛

融合”模式运用于旅游管理专业公共英语课

程的设置,促进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的提

高。 

【基    金】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度教育研究课题:“课赛融合”模式运用

于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的探索——以面向

旅游管理专业职场英语应用能力培养为个

案(编号 JY 1510) 

【年】  2017 

【期】  11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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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醒;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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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学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现代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是市场的需求,是学生个人发展

的需求,是高职院校发展的需求。课程改革是

教学改革的核心,以创新创业能力为依据进

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计,是实现创新创业

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文章重点论述了基

于职业能力的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优化

及对策。 

【年】  2017 

【期】  30 

 

23/64 

【题    名】  现代学徒制利益主体的冲突

与平衡——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秦炳旺; 

【单    位】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

旅游商贸分院; 

【文献来源】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酒店管理专业的现代学徒制

项目的实施必须明确各方利益诉求。政府希

望培养旅游产业所需人才,学校以改革酒店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目标,酒店则希望获得

忠诚的高素质员工,学徒期望有良好的职业

前景,第三方机构则以获利和推广现代学徒

制为目的。当前的现代学徒制项目中,学校与

酒店主动性问题、学徒与酒店的契约问题、

学徒的身份问题等都亟须解决。为此,政府要

明确学徒的准员工身份,学校要重点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酒店要寻求更多权力与责任,

酒店和学校要发挥学徒沟通桥梁的作用,第

三方机构要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的本土化

路径,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保证现代学徒制项

目顺利实施。 

【基    金】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利益共同体导向的高职现代学徒

制 实 践 研 究 ” 重 点 资 助

(2016-GH0102-00002) 

【年】  2017 

【期】  05 

 

24/64 

【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顶岗

实习安全问题研究 

【作    者】  王飞;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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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哈尔滨

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 

【摘    要】  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提升学

生实操能力,实现职业化教学的必要手段。从

职业特点出发,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进入星级

酒店顶岗实习更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

环节。近年来学生在酒店顶岗实习期间安全

问题频发,为业界敲响警钟。从多个角度提出

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年】  2017 

【期】  10 

 

25/64 

【题    名】  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作    者】  乐盈; 

【单    位】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有条不

紊的增长,各行各业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改变,

酒店管理也是一样,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

发展变化,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就需要作出调

整,针对出现的不同业务,相应的作出调整,各

个高职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教学也是一样

的,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企业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这就需要学校和企业多沟

通、多合作,本文首先会分析目前教育的现在

情况,其次针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出现

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方案。 

【年】  2017 

【期】  30 

 

26/64 

【题    名】  校内实训与校外顶岗实习衔

接问题研究——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

在校办御冠酒店实训为例 

【作    者】  马开良; 

【单    位】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江苏教育研究 

【摘    要】  校内实训是职校学生顺利走

上校外从事顶岗实习的基础和演练。校内实

训可以训练学生"脑体结合劳动",增强劳动

意识;同时,通过先行体验和模拟自我管理,

使学生进入酒店顶岗实习更加有的放矢、衔

接顺畅。 

【基    金】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科研创新

团队项目(2015YTD03);;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PPZY2015A098)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30 

 

27/64 

【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茶艺课程实践

教学探析 

【作    者】  邱代来; 

【单    位】  鄂州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福建茶叶 

【摘    要】  酒店管理专业是一项职业技

能培养为核心的专业,无论是人才的实际应

用需要,还是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都需要注

重教学理念的丰富与完善。结合茶艺课程实

践教学活动开展的特点和要求,创新该教学

活动理念,完善教学元素,能够从根本上提升

整个教学活动效果。本文拟从酒店管理专业

教学活动创新实施的基本要求分析入手,结

合当前酒店管理专业茶艺课程实践教学的

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入茶艺表演活动的具体

内涵,从而探究酒店管理专业茶艺课程实践

教学思路。 

【年】  2017 

【期】  10 

 

28/64 

【题    名】  《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作    者】  施丹; 

【单    位】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目前我国的酒店业正处提升

品质、重塑形象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极

大地促进了对餐饮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的

发展。本文就《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定的改进

方法,以达到有助于开设此相关专业的高校

培养优秀的应用型餐饮服务与管理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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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年】  2017 

【期】  10 

 

29/64 

【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酒

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杨丽; 

【单    位】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酒

店管理专业为切入点,主要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组织模式、考核模式等方面介绍了学校

酒店管理专业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做法,并

从学生、学校和企业三个方面对取得的教学

成效进行了概述。 

【年】  2017 

【期】  10 

 

30/64 

【题    名】  机器人上岗不会造成大量就

业机会损失 

【作    者】  卞梦健; 

【单    位】  中国大学生就业 

【文献来源】  中国大学生就业 

【摘    要】  <正>曾经有专家预言,未来

十年,人类一半以上的职业将被人工智能所

取代。我们是应该拥抱它,还是心生恐惧?在

2017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人工智能/机

器人峰会上,来自美国的专家们带来了前瞻

性的分享。美国创业平台公司研究副总裁及

首席科学家尼克拉斯·卡尔森认为,技术的应

用并不会造成大量就业机会的损失。他举例

说,他有一位朋友为酒店做机器人,但是员工

并没有被机器人取代,反而倒逼了员工提高

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因此他肯

定地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适合做任务,并

不是取代了人类智能。" 

【年】  2017 

【期】  20 

 

31/64 

【题    名】  关于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

方法的改革 

【作    者】  蔡静; 

【单    位】  贵州商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酒店业竞争更

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赢得消费者的关

注变得至关重要,各酒店在营销中做出更频

繁地创新和宣传积极改进产品服务以满足

市场需求。酒店营销方式的革新和消费者消

费模式的改变都对大学酒店专业中的《酒店

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

参加了瑞士 SHL 学校(全称 :Swiss Hotel 

Management Academy Lucerne SHL)的培训,

该学校致力于为全球豪华酒店培养高级管

理人才,教学模式以卓越的实践教学为中心,

双师型教师在经营中授课为特色。笔者在此

次培训中获益良多,回国后将很多有益教学

方法和经验用于自己的专业教学中。在《酒

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增加和突出

"Learning Objectives"学习目标板块、体验式

课堂教学、通过网络建立酒店市场营销的学

习群和多任务考核选项模块等改革,实现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29 

 

32/64 

【题    名】  《酒店管理概论》课程改革

的几点思考 

【作    者】  霭菲; 

【单    位】  贵州商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本人从教于贵州商学院,学校

在 2015 年升本,我们的酒店管理专业也在

2016年顺利升本,升本以后面对的学生不同,

相应的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要发生变化。

目前,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对酒店从

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应对社会的

发展和酒店的要求,本人感觉酒店管理专业

的课程设计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要

求,特别是《酒店管理概论》课程,课程体系

不合理、教学手段单一、实训场所少、考核

方式单一等问题,本人就本文发表自己的一



 

 44

些想法,希望对课程的改革有所帮助。 

【年】  2017 

【期】  29 

 

33/64 

【题    名】  论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实

训课程教学有效性的提升 

【作    者】  李佩珍; 

【单    位】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及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酒

店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各地酒店企业为

实现自身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开始对

自身的业务范围进行拓展外,也开始朝着酒

店管理求新、求异的方向发展,意在通过自身

管理变革创新的实现来提升自身行业竞争

力。面对繁荣的市场,高质量的酒店管理实践

型人才逐渐成为各个酒店企业竞相争夺的

重要资源。对于酒店管理人才重要输出基地

的高职院校而言,其人才培养任务日益艰巨,

不仅要不断完善自身课程体系,更要在市场

的导向下积极开展酒店管理专业实训课程

教学,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锻炼、酒店管理

经验得到积累,从而更好地满足酒店管理市

场的人才需求。为此,本文以高职院校酒店管

理专业实训课程教学为研究对象,结合目前

实训教学面临的一些问题,对酒店管理专业

实训课程教学有效性的提升路径进行探究,

希望为对促进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实践

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29 

 

34/64 

【题    名】  海南省旅游与酒店专业“3+4”

分段培养的理论基础、重要意义与可行性分

析 

【作    者】  付业勤;朱德亮;罗艳菊;赵志

忠; 

【单    位】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绿色科技 

【摘    要】  指出了实施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是海南省在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大背景下,贯彻国家教育改革政策,推

动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加快建立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和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水平的重要举措。以海南师范大学旅

游学院 2014 年起开始实施的旅游和酒店管

理专业"3+4"分段培养试点项目为例,分析了

项目实施的理论基础、重要意义和可行性,

以期为国内旅游和酒店管理中高职教育和

本科教育的一体化衔接培养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 

【基    金】  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

目(编号:Hnjg2016-29) 

【年】  2017 

【期】  19 

 

35/64 

【题    名】  校企合作背景下《餐饮实训》

课程网络资源平台建设 

【作    者】  秦楠; 

【单    位】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河北职业教育 

【摘    要】  校企合作背景下网络资源平

台的建设需要进行以下步骤:首先处理好"校

企合作"过程中的两组关系,政府、企业、学

校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要明晰责权关系;政府

要引导企业、学校通过人资管理手段激励酒

店员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同时

《餐饮实训》课程改革,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进行培养双师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分析餐厅

员工岗位标准,制定课程目标;教师在校企合

作过程中分析员工职业行为,并转化为课堂

教学内容;分析企业员工考核标准,制定课程

考核标准。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将教学改革内

容转化为校企共享的网络教学资源,网络资

源平台为企业员工培训及顶岗实习学生提

供学习资源,督促学生通过教学资源平台自

主学习,检测网络资源平台的教学效果,促进

"校企合作"的"六合一"。 

【基    金】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2017 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校企合作背景下

课程开发”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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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4 

【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产学研一

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以四川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蒋敬;张宗书;王苏;邓兰; 

【单    位】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我国职教发展进入了产教融

合、政校企深度合作的新阶段,但高职酒店管

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仍具有滞后性,不能

较好适应酒店行业对实践性管理人才的需

要。本文基于产教融合理念,以四川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总结了三大产

学研平台建设经验,并提出"1347"产学研一

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基    金】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教学研究课题(编号:GG2014521103)阶段性

成果 

【年】  2017 

【期】  20 

 

37/64 

【题    名】  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酒店

实习调查研究——以湖北民族学院为例 

【作    者】  邓许红;曹红梅; 

【单    位】  湖北民族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实习是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

学非常重要的环节。文章以湖北民族学院旅

游管理本科专业实习生为研究对象,以实习

生毕业后是否愿意在酒店就业展开论述,通

过问卷分析,从实习生自身、学校、酒店三个

方面找出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实习环节

中针对三方主体应采取的有效措施,从而提

高实习满意度。 

【基    金】  湖北民族学院 2015 年教学

研究项目“基于协同创新的旅游管理本科专

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湖北

民族学院为例”(编号:2015JY026) 

【年】  2017 

【期】  19 

 

38/64 

【题    名】  海南省旅游与酒店专业“3+4”

分段培养的方案设计、培养模式与保障体系 

【作    者】  付业勤;朱德亮;罗艳菊;赵志

忠; 

【单    位】  海南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南方论刊 

【摘    要】  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的海

南省旅游产业对旅游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仅靠岛内少数本科

院校无法完成大批量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

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与酒店专业中

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项目横空出世。

立足于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实践经验,

对海南省旅游与酒店专业"3+4"分段培养的

方案、模式、保障体系等进行设计,既为人才

培养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对海南旅游教

育理论丰富发展做出贡献。 

【基    金】  2017年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项目: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旅游与酒店

专业“3+4”分段培养模式本科阶段教学改

革研究(Hnjg2016-29) 

【年】  2017 

【期】  10 

 

39/64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

业实训教学体系建设研究——以湖南信息

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黄纵; 

【单    位】  湖南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本文从应用型本科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探讨了应用型本科

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以湖南信息

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提出了应用型本科

酒店管理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建设研究方

案以供各位同行参考。 

【年】  2017 

【期】  28 

 

40/64 

【题    名】  教育云下的酒店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协同体系分析 

【作    者】  乐盈; 

【单    位】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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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在我国旅游行业快速发展中,

酒店行业作为与其相关行业也迎来了发展

的繁荣时期。酒店行业在发展中,离不开管理

人员,但就目前市场中的酒店管理人员进行

综合分析后可以发现,普遍管理素质较低。面

对这样的情况下,在教育云环境中,酒店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如何更好地开展备受人们关

注。因此,本文对教育云下的酒店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实

践教学协同体系构建建议,以供参考。 

【年】  2017 

【期】  28 

 

41/64 

【题    名】  对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信息化

开发建设的探讨 

【作    者】  侯艳艳; 

【单    位】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

刊) 

【摘    要】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各大高校在开展课程教

学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提升教学效率,积极进

行教学课程信息化开发建设已成为必然趋

势。论文主要对高校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信息

化开发建设展开探讨,以该专业中市场营销

课程的信息化开发建设为例,进行教学改革

的创新应用。此次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提升我国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水平。 

【基    金】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信息化课程建设项目 

【年】  2017 

【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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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职业人格培养

探讨 

【作    者】  张丽萍; 

【单    位】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商场现代化 

【摘    要】  培养正确的职业人格是高职

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酒店管

理专业作为酒店职业人的主要培养基地,应

将职业人格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在入学

教育、课程教学和顶岗实习各个阶段加强对

学生职业认同、职业道德、职业心态、职业

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为行业培养具有

健康职业人格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年】  2017 

【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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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协同教学

联合体的运行机制与实效分析 

【作    者】  徐燕; 

【单    位】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下旬刊) 

【摘    要】  高校和酒店企业在协同论的

指导下建立校企协同教学联合体,双方共同

参与到人才培养和教学活动之中,实现了不

同优质资源的共享,教学环境的高度开放,以

多渠道信息供给和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充

分释放了联合体的效能,学职匹配度更高,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有了明

显提升。 

【基    金】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协同的酒店管理专业

教学联合体研究”(2014247094)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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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洛桑 SBP 模式与顶岗实习

结合实践研究——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薛博;宋梅; 

【单    位】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旅游

系;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在顶岗实

习过程中找到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结合

点,是当前该专业学生顶岗实习效果完善与

改革的方向。以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

SBP 模式为基础,结合以往该专业学生顶岗

实习的运行和管理方法,借鉴校企研究团队

成员在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顶岗实习指导和

管理中积累的经验,对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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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顶岗实习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将洛

桑的 SBP 模式应用于酒店顶岗实习的实践

探索,提出些可行的改革思路与措施,力求改

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顶岗实习的教学效果

和质量。 

【基    金】  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

计划”2016 年度“双师型”教师培养项目

“SBP 模式在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顶岗实习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WMYC20164-1014;主持人:薛博)研究成

果 

【年】  2017 

【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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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酒店服务礼仪教学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 

【作    者】  柏珺;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文章首先对高职院校酒店服

务礼仪进行了概述,其次分析了高职院校酒

店服务礼仪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

出了高职院校酒店服务礼仪教学的对策,即

组织新生到星级酒店参观或邀请专家来校

讲座;与校企合作酒店密切合作;更新教育理

念。 

【年】  2017 

【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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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酒店英语信息化教学设

计研究 

【作    者】  陈曦; 

【单    位】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公共教学

部;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实现教育信息化是当今教育

改革的大势所趋,本文分析了高职酒店英语

进行信息化教学的必要性,并对高职酒店英

语信息化教学设计提供合理建议,以期取得

更好的酒店英语教改及教学效果。 

【基    金】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教育教学

研究课题,编号:16CY3007 

【年】  2017 

【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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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校内生产

性实训基地的建设模式与管理模式研究 

【作    者】  朱美海;王秀娟; 

【单    位】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了解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校内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模式与管理模式,有

利于加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发挥校

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作用。 

【基    金】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4 年度课题“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校

内生产性实训的研究与实践”(课题批准

号:2014-GX-143) 

【年】  2017 

【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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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探究——以职业能力导向为基础 

【作    者】  姜红燕; 

【单    位】  焦作大学;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对于酒店管理专业而言,其是

一种具有综合性特种的学科体系,而且在专

业上具有很强的应用型以及实践性的特点,

但是在传统的教育教学当中,许多院校的教

育教学依旧很难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因此本

文以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以职业能力导向为基础进行研究,首先对酒

店管理专业的课程实践教学现状进行分析,

进而针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解决策略,为促进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相吻

合垫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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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Database-来源库:  CJFD2017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院校基于工作过

程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以《餐饮管理》课



 

 48

程为例 

【作    者】  唐斯陶; 

【单    位】  西安欧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在当前旅游、酒店、餐饮等

业态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课程改革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已成为一

种趋势,本文通过分析餐饮行业核心岗位的

典型工作任务,选取了《餐饮管理》课程的教

学内容,给出了课程的整体设计、学习情境设

计的方案,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

为提高。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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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情境模拟在课程考核中的设

计与应用——以酒店管理专业“商务沟通”

课程为例 

【作    者】  高雅杰; 

【单    位】  贵州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情境模拟法作为案例教学的

一种方法,在促进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教学

中广泛应用。基于酒店管理专业的"商务沟

通"课程培养学生良好的商务沟通能力的目

的,在课程教学和考核中都适于运用情境模

拟法。文章在作者进行"商务沟通"课程教学

和考核中运用情境模拟法的基础上,指出在"

商务沟通"课程考核中设计情境模拟的依据,

提出教师在教学准备阶段,对每个环节的情

境模拟考核进行周密的安排、部署与设计,

并在实际应用于考核时,能采用定性与定量

评定相结合的方法,完善评价标准,最后提出

在教学实际中运用情境模拟法的几点思考。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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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与职业标准衔接的宴会设计

与管理课程研究 

【作    者】  李冠男; 

【单    位】  烟台南山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职业标准是对相关职业的基

本要求,是对相关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

要求。文章以酒店管理类专业课程宴会设计

与管理为研究对象,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在该课程中

融入职业标准,探讨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以适

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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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茶艺展示课程

的设计与教学 

【作    者】  王彬华; 

【单    位】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对于大

多数的消费者来说,茶已经不单单作为饮品

而存在,已经形成一种茶文化,并为很多人所

追求。所以,在很多的星级酒店,茶艺师作为

一个新兴的职业在不断地崛起。为了满足社

会服务的需求,更多的星级酒店将茶文化融

入到酒店经营管理当中,以便提高酒店文化

品位和品牌价值,促进茶文化与酒店业的进

一步接轨。因此,相关的高校也已经将茶艺展

示课程融入到酒店管理专业的基本教学。本

文将从酒店管理专业茶艺展示课程的重要

性以及酒店管理专业茶艺展示课程的设计

与教学等相关策略进行阐释,以此来充实茶

艺展示课程的具体内容。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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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PCK视角下民族地区酒店管

理专业双语教学的审思 

【作    者】  黄燕玲;王春; 

【单    位】  桂林理工大学;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

估) 

【摘    要】  加快民族地区国际化人才培

养,必须注重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学科

教学知识(PCK)是教师知识结构中对教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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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知识。文章从 PCK 理论来源以及文

化内涵出发,提出民族地区酒店管理专业双

语教学的实施必须在遵循循序渐进、教学互

动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从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注重教材资源整合、实训基地建

设以及完善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持续改进。 

【基    金】  2013年桂林理工大学教学方

法改革建设项目“酒店管理概论”;; 

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

“桂北民族村寨旅游影响与扶贫绩效评价

研究”(TYEPT201445);; 

广西教育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

专项课题“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背景下广

西旅游管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JGY2014077)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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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专业

技能抽查标准构建研究——以湖南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司莉娜; 

【单    位】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

工程系;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 

【摘    要】  为实现湖南省高职酒店管理

专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探索开发了《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专业技能抽查标准》。该标准分为酒店服务

技能评价内容、酒店管理技能评价内容、酒

店拓展技能评价内容三部分,对指导学校进

行专业建设和专业技能的教学与训练,对整

体提升湖南省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

意义,对国内其他同类院校也有借鉴作用。 

【基    金】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教科研课题 

【年】  2017 

【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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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酒店实习

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作    者】  蒋翠; 

【单    位】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新通信 

【摘    要】  酒店的实习管理是高职旅游

管理专业教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水

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实践水平和管理能力。

然而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酒

店实习管理现状不容乐观,依然存在着很多

问题,如学生职业观念落后、酒店管理培训不

到位、以及高职院校没有及时进行指导等,

影响着高职旅游管理专业酒店实习管理。因

此本文就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高

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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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基于校企

合作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探索——以湖南环

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廖晶晶; 

【单    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基于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训基

地的建设是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

有效途径。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的旅

游类专业在教学性实训和校外实习已经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基于校企合作的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为

了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校企合作的

校内实训基地迫在眉睫。 

【基    金】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学会课题(课题编号:XHB2015002) 

【年】  2017 

【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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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现代学徒制酒店管理专

业“前厅服务与管理”教学设计 

【作    者】  张洁;石莹; 

【单    位】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文章依托现代学徒制教学思

路,在遵循系统性、项目化、工学交替和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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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原则下设计"前厅服务与管理"教学内容

并组织展开教学,根据教学的效果得出了几

点现代学徒制课程实施的启示。 

【基    金】  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协会科研课题“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酒店

管理专业改革与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研究”

(课题项目:16-杭 57)研究成果;; 

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

于信息技术应用的高职《前厅服务与管理》

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kg2015928)

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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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习认同

感影响因素研究 

【作    者】  孙华贞;张庆;兰宗荣;于燕云; 

【单    位】  武夷学院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摘    要】  学生认同感是衡量酒店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影响着实习

生结束实习之后的留职意向。以武夷学院

2013 级酒店管理专业 169 名学生为研究对

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实习岗位认同感

最低,薪酬福利对实习认同感影响最为显著。

最后,提出改进建议,以达到学生、学校与酒

店共赢的目的。 

【基    金】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

项目(JAS150598) 

【年】  2017 

【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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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滁州学院旅游专业酒店顶岗

实习问题与对策分析 

【作    者】  金泉;庞兆玲; 

【单    位】  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

院; 

【文献来源】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摘    要】  顶岗实习是高校培育应用型

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滁州学院为例,围绕

"旅游专业学生酒店顶岗实习"这一问题,分

别从学生和酒店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

调查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数理分析法对顶岗

实习问题进行研究,发现:酒店缺乏对学生的

正确管理,忽视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缺乏吃

苦耐劳的精神,实习目标不明确;学校教学内

容不完善,教师能力素质不高等成为影响学

生酒店顶岗实习效果的主要因素。提出以下

针对性建议:酒店方面应贯彻顶岗实习的思

想,对于校企合作的实习模式仍需改善;学生

方面应该明确对专业的认识,提升自身的综

合素质;学校仍需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建设,顶

岗实习制度建设。本研究将对应用型本科院

校旅游专业顶岗实习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

义。 

【基     金】   安徽省教育厅教研项目

(2015jyxm366) 

【年】  2017 

【期】  03 

 

60/64 

【题    名】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情

景教学研究——以酒店英语为例 

【作    者】  杨骞; 

【单    位】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环渤海经济瞭望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酒店行业对英语人才需求不断攀升,如何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酒店人才满足新的用工

高要求,成为了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难题。首

先分析当前高职酒店英语教学现状和实施

情景教学的必要性。同时通过列举情景教学

的组织实施来提出教学创新思路,尤其是"听

"、"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最后提出情景教

学的若干反思。 

【年】  2017 

【期】  09 

 

61/64 

【题    名】  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英语改

革研究——以中澳学院万豪酒店管理学院

为例 

【作    者】  张文佩; 

【单    位】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学院

办公室; 

【文献来源】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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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

院万豪酒店管理学院为例,在分析当前高职

职业英语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总结校企合作

实践经验,探讨了职业英语改革的具体措施,

以期对进一步增强职业英语教学效果、达到

人才培养目标有所裨益。 

【基    金】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

程项目(2014jyxm609) 

【年】  2017 

【期】  03 

 

62/64 

【题    名】  酒店餐饮管理实践课程立体

化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分析 

【作    者】  罗霞; 

【单    位】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风 

【摘    要】  随着旅游业迅猛发展,科学技

术持续发展,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已被提出全

新的要求,教学理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

有了全新的变化。随之,立体化教学模式不断

应用到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酒店餐饮管理

实践课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利于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因此,本

文从不同角度入手客观阐述了酒店餐饮管

理实践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年】  2017 

【期】  17 

 

63/64 

【题    名】  高职酒店英语主题教学的实

践与思考 

【作    者】  李伟红; 

【单    位】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贸

易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本文从主题教学的定义出发,

简述了主题教学的具体设计,遵循"整体—部

分—整体"的教学原则,分析了主题教学过程

中应该注意的地方,并提出了主题教学应该

有的三个维度。 

【年】  2017 

【期】  18 

 

64/64 

【题    名】  酒店类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与

探索——以《餐饮服务与管理》为例 

【作    者】  郭贞;尚海龙; 

【单    位】  凯里学院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食品 

【摘    要】  在《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

教学中,合理设置课程开设的时段,依照岗位

需求对实践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采用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技

能,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获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凯里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国家

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子项目 (编

号:LYG201605) 

【年】  2017 

【期】  17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79 

【题    名】  基于过程管理的顶岗实习质

量监控指标体系分析 

【作    者】  肖晓莺; 

【单    位】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旅游类职业院

校顶岗实习质量监控指标体系中存在的主

体单一,内涵不明确,指标体系过于简单、程

序化以及监控、评价结果反馈与实践教学质

量改进计划相脱节等问题,分析了顶岗实习

质量监控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并探讨

建立以实习质量为关键指标,基于顶岗实习

全过程管理的质量监控与反馈体系,以期提

高实践教学管理水平的目的。 

【年】  2017 

【期】  36 

 

2/79 

【题    名】  民办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建设

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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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飞; 

【单    位】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商

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民办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在近

二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我国旅游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也存在着师资力量

偏弱、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和校企

合作不深入等问题。为进一步适应新常态下

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需要采取更新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打造校企协同创新平台、推进

能力本位课程教学和强化师资素质能力建

设等措施,加强专业的改革建设,以期取得更

大进步。 

【基    金】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14

年科研项目《基于工作过程的协同创新教学

改革研究——我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项

目编号:2014LXB-02) 

【年】  2017 

【期】  32 

 

3/79 

【题    名】  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之实

践探索——基于校企合作,面向职业定位 

【作    者】  李亚娟; 

【单    位】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旅游

管理教研室;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实践教学作为高职学生职业

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对学生职业素养培养、

职业技能提高以及就业竞争力提升具有重

要的作用。本文从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出发,结合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学生实践教学整个过程,围绕旅游管

理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和就业方向,通过对学

生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总结实践教学的成

功经验,为今后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开

展提供指导。 

【年】  2017 

【期】  32 

 

4/79 

【题    名】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高职旅

游专业课程改革探析——以《导游业务》课

程为例 

【作    者】  张红娟; 

【单    位】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陕西教育(高教) 

【摘    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混合式教学模式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方

向,文章在分析高职旅游专业课程实施混合

教学模式必要性的同时,以《导游业务》课程

为例从教学资源准备、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学习考核评价三个方面进行了混合教学模

式设计,并从教师信息化能力提高、加强学生

引导提高学生认同度、混合式学习环境完善

三个方面对混合教学模式实施过程进行了

总结反思。 

【基    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

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职业技能与职业素

养融合的《导游业务》课程教学改革(项目

编号:GJ1529) 

【年】  2017 

【期】  11 

 

5/79 

【题    名】  浅谈高职院校邮轮实用英语

与行业英语教学的有效衔接 

【作    者】  万先梅; 

【单    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邮轮行业发展

的过程中,已经开始针对现代化旅游产业进

行创新,能够加快实际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邮轮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全面提升管

控工作效果。然而,由于我国邮轮行业的实用

英语教学起步时间较晚,在实际教学中,不能

更好地将英语知识与行业英语联系在一起,

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的衔接,导致人才培养工

作水平降低。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高

职院校邮轮专业英语教师应当将实用英语

与行业英语衔接在一起,创建良好的教学体

系,满足当前教学发展需求,达到预期的人才

培养目的。 

【基    金】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科

学研究课题(编号:交教研 1402-6) 

【年】  2017 

【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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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题    名】  旅游系中的会展设计教学随

笔——浅谈高职高专院校的跨界教育 

【作    者】  张萌; 

【单    位】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在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会展

教育的跨界培养中,会展设计在会展策划与

管理专业课程标准框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它完善了学生的知识体系及应用

技能,培养了学生的交叉思维模式,使之成为

跨界人才。 

【年】  2017 

【期】  07 

 

7/79 

【题    名】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

职旅游英语课程教学策略研究 

【作    者】  黄绍梅; 

【单    位】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其迫切

需要既懂旅游基本业务又具备较强英语口

语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高职院校担负着

为旅游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的任务,必须要

做好人才的培养。课程是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领域的核心内容,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教学是

培养旅游业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所在,因此必

须要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分析当前我国高

职旅游英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年】  2017 

【期】  11 

 

8/79 

【题    名】  “课赛融合”模式运用于旅

游管理专业职场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研究 

【作    者】  唐丽丽;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

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摘    要】  本文以江苏省高职高专英语

口语大赛为切入点,致力于研究如何将“课赛

融合”模式运用于旅游管理专业公共英语课

程的设置,促进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的提

高。 

【基    金】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度教育研究课题:“课赛融合”模式运用

于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的探索——以面向

旅游管理专业职场英语应用能力培养为个

案(编号 JY 1510) 

【年】  2017 

【期】  11 

 

9/79 

【题    名】  高职院校导游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研究 

【作    者】  赵红林; 

【单    位】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

进,我国的经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不再停留

在理论知识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学生

的职业能力和实践经验。而高职导游专业的

实践教学正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教

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凸显的教学实践的重

要性,促进了导游专业教学工作的积极开展,

提升了导游专业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整体

能力,满足了社会对导游专业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本文从我国高职院校导游专业教学现

状着手,简要分析高职院校导游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构建的意义和高职院校导游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措施,为我国日后导游专

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建议。 

【基    金】  院级课题“艺术类高职院校

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改革探究”

(项目编号:016E02);; 

山西省立项课题“高职院校导游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6021) 

【年】  2017 

【期】  20 

 

10/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建设 

【作    者】  樊莉莉; 

【单    位】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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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文献来源】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旅游业对高素质从业人员的

需求逐步增加,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培养任务

艰巨,而目前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对实

践教学环节的重视有待加强,学生缺乏实践

机会,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需要优化等问题。

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应从强化"围绕旅游

工作岗位核心能力"的实践教学理念,建立"

双师型"教学团队,完善校内实训场所,加深

校企合作等方面,建设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 

【年】  2017 

【期】  05 

 

11/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问题的研究 

【作    者】  刘晓岩;刘春霞; 

【单    位】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 

【摘    要】  职业院校旅游专业"双师型"

队伍建设是建好旅游专业的关键,在旅游专

业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年的实践表

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是"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重要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

建设保障专业带头人在专业建设中发挥核

心作用,明确专业教师和兼职教师职责,调动

教师参与专业建设的积极性,在社会服务中

创新机制体制,建设一支有丰富内涵的"双师

"型教学团队。 

【基    金】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问题研究》(课题编

号:ZJC1316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0 

 

12/79 

【题    名】  高职应用韩语专业《旅游韩

语》课程教学分析 

【作    者】  王洋; 

【单    位】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伴随中韩两国间旅游业迅猛

发展,两国都已成为对方的第一大入境客源

国,相应地对旅游人才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在

这一背景下,全国很多高职应用韩语专业针

对性地开设了旅游韩语课程。如何培养出符

合现代旅游企业岗位需求,有职业竞争力的

旅游韩语人才,是各大高职应用韩语专业争

相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现行《旅游韩语》

课程教学分析,浅谈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希望对

《旅游韩语》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有所益

处。 

【年】  2017 

【期】  10 

 

13/79 

【题    名】  实践导向下的景区管理专业

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作    者】  肖鸿燚; 

【单    位】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管理

系;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蓬勃发

展,大量的旅游景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与发

展,导致旅游行业对景区管理专业人才的需

求逐年增加,但是由于各类中高职院校和本

科院校的景区管理专业受传统教学模式的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新时代下的景

区管理人才的需求,导致景区管理人才严重

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事业的发展,

不利于中国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因此急

需引起相关教育部门和相关高校的重视,在

以适应新时代的情形下转变教师的教学理

念,并以实践导向教学为主对景区管理专业

进行教学改革,通过采取有效的相关改革策

略提高景区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促进教学

过程中实践与理论并重,进而促进学生综合

能力的提高,从而为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培养

应用型人才,促进景区的开发与管理。 

【年】  2017 

【期】  10 

 

14/79 

【题    名】  教育国际化趋势下高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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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国际化发展路径探究 

【作    者】  李仕敏; 

【单    位】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教育

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

指导方针。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要求高等

职业院校旅游专业必须进行国际化教育教

学改革。笔者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创建

旅游专业"鲁班工坊",加强专业技能大赛国

际化环境建设等方面对我国高职旅游管理

专业国际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基    金】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重点

科研课题《教育国际化趋势下高职旅游管理

专业国际化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课题编号:Z2017-08 

【年】  2017 

【期】  10 

 

15/79 

【题    名】  案例法在高职旅游管理教学

中的应用 

【作    者】  胡皛; 

【单    位】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案例教学法运用于我国高校

教学当中,教师通过案例对教学当中的理论

知识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理论知

识,并且能够对理论知识灵活运用。通过案例

教学法,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与解决问题能

力都有所提高。案例法在高职旅游管理教学

中的运用,有以下特点。 

【年】  2017 

【期】  10 

 

16/79 

【题    名】  “以赛促教”高职导游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  刘萍;曹银玲; 

【单    位】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摘    要】  本文在高职导游专业技能大

赛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竞赛对导游专业教

育教学理念的导向作用、"以赛促教"创新专

业课程体系、对实施"课—岗—证—赛"一体

化教学模式的推动、培养高素质双师型教师

队伍、改革教学、推进校企合作、加快实训

基地建设等方面论述了"以赛促教"与高职

导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相融合的问题,最后

提出了激励和保障措施。 

【基    金】  2015年度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赛促教’

高职导游专业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以《模拟导游》课程为例”(课题编号:2015272)

的部分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0 

 

17/79 

【题    名】  加强高职课程资源建设  提

升实习效能——以《旅游电子商务》为例 

【作    者】  柳青;张浩宇; 

【单    位】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摘    要】  本文以《旅游电子商务》课

程为例,首先说明了课程资源建设的基础和

目标,重点阐述了高职课程资源建设的内容

和思路、建设步骤,并研究依托课程资源开展

教学改革,最后简单论述了如何进行课程资

源建设的效果评价。 

【基    金】  国家旅游局 2016“万名旅游

英才计划”——“双师型”英才培养项目:

校企共建课程资源提升实习效能——以《旅

游电子商务》为例 

【年】  2017 

【期】  10 

 

18/79 

【题    名】  “3+3”中高职衔接中的课

程开发研究——以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开发

为例 

【作    者】  杨绪光; 

【单    位】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 

【摘    要】  课程的有效衔接是"3+3"中

高职衔接的内涵及重点,当前旅游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中课程衔接存在课程定位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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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衔接不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衔接

不统一、职业能力与就业岗位衔接不通畅、

教材选用及编写层次衔接不合理等问题。结

合教材建设和课程开发的实践,江苏食品药

品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了"3+3"中高职衔接课

程的具体措施,注重课程定位、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职业能力与就业岗位、

教材编写等方面的中高职衔接。 

【基    金】  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中高职衔接‘3+3’

一 体 化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研 究 ”

(2016SJB880136) 

【年】  2017 

【期】  20 

 

19/79 

【题    名】  高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探究 

【作    者】  肖绪信; 

【单    位】  义乌工商学院人文旅游学

院; 

【文献来源】  江苏商论 

【摘    要】  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是高职

旅游类专业的基础技能课程,其复杂性、边缘

性及综合性是该课程的特征。结合多年教学

经验,在分析对该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

必要性的基础上,阐明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

的方向和内容,并总结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

实践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基    金】  义乌工商学院校级教改项目:

“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课程‘一三八’项目

化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2016kg02) 

【年】  2017 

【期】  10 

 

20/79 

【题    名】  高职旅游外语专业“语言+”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吴云; 

【单    位】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摘    要】  高职旅游外语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缺乏提升就业能力的"语言+"先进理念

的指导,缺乏大旅游背景下款待业的就业导

向的专业定位,缺乏语言、文化、行业技能综

合专业实践环节与手段,缺乏实践为主的校

企合作优质课程资源,缺乏人才培养质量的

诊断改进机制。对于这些问题,文章从理念、

专业定位、实践手段、产校合作和教学质量

的诊断改进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年】  2017 

【期】  05 

 

21/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作    者】  程实;刘春霞; 

【单    位】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项事

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空前水平的发

展,学校教育从单一的重点培养、精英教学向

社会大众教育的转变,给我国高职院校带来

了很大的发展机会。近几年,高职院校旅游专

业"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成为了旅游专

业院校热议的话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

设不仅能提高旅游专业教师的教学素养,还

能从整体上提高旅游院校的教育质量,保证

学校的教学质量。 

【年】  2017 

【期】  19 

 

22/79 

【题    名】  旅游演艺整合性课程设置研

究——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 

【作    者】  史杜芳;韦京东;周娟; 

【单    位】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基础部;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综艺系;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旅游演艺市场的快速发展需

要大量兼备旅游知识与艺术专业技能的综

合性人才,高职艺术院校是旅游演艺人才培

养的主阵地,旅游演艺整合性课程的设置是

公共课和艺术专业课程的创新性改革。以安

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深刻分析旅游演艺课

程设置的可行性,设定课程目标和课程属性,

建构旅游演艺七大课程模块,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旅游演艺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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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

程 教 学 研 究 一 般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2016jyxm0559);;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院级重点教育教学项目

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YJY2016A001) 

【年】  2017 

【期】  10 

 

23/79 

【题    名】  就业导向下《导游基础知识》

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邓菲; 

【单    位】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新《旅游法》的出台,

互联网+旅游利好不断,线上旅游与线下旅

游战场风起云涌,而高层次旅游人才的缺乏,

就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一大"变数

"。应对旅游行业的就业导向趋势,借助导游

人员职业资格标准和导游工作过程要素,结

合《导游基础知识》课程培养标准,构建出课

证融通、情景再现、模拟情境三位一体的工

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结构,将能力本位与技能

演练相糅合,全面提升高职学生的职场就业

竞争能力。 

【基    金】  江西现代职教集团(市厅级

课题):“在就业导向下的《导游基础知识》

课程分段式模块化教学改革研究”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xdjt-14-10 

【年】  2017 

【期】  10 

 

24/79 

【题    名】  翻转课堂在高职旅游地理教

学中的应用 

【作    者】  王江丽; 

【单    位】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翻转课堂是一种将课上与课

后进行翻转,从而提升学生学习时间和学习

效果的新兴教学方法。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其具有海量的教学资

源,给翻转课堂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并成为

了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翻转课堂

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运用互联网的海

量学习资源,让学生接受到更加丰富的知识,

对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

高职旅游地理教学的特点,分析翻转课堂在

高职旅游地理教学中的内涵和优势,阐述了

翻转课堂在高职旅游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方

式。 

【年】  2017 

【期】  10 

 

25/79 

【题    名】  高职模拟导游课程实践教学

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    者】  李舒新; 

【单    位】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现代

服务系;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旅游管

理专业学生和教师进行调查,针对目前高职

模拟导游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设施落后、教

材老旧、教学内容实践性不强等问题进行探

讨,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年】  2017 

【期】  41 

 

26/79 

【题    名】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研究 

【作    者】  任诤;徐希锦; 

【单    位】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上旬刊) 

【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旅游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旅游

行业从业人员培养的重要一环,科学、合理、

务实的课程体系设置不但有利于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同时使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与手

段的改革和发展得到了有效的实践。以职业

能力作为出发点、依托工学结合的理念、采

取模块化的教学手段,而建设的高职旅游管

理专业课程体系不但适应了高职阶段学生

的学习能力特点,贯彻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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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也满足了旅游行业对于复合型技能人才

的需求。 

【年】  2017 

【期】  10 

 

27/79 

【题    名】  高职旅游英语教学中的职业

能力培养探析 

【作    者】  姜兰; 

【单    位】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外语学

院;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各行业的蓬勃发展,而旅游行业的发

展更加迅速。伴随着我国旅游政策的不断改

进与实施,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我国观

赏秀丽江山,同时也有很多人去国外体会当

地的风俗人情。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更

多的人才来支撑,其在增加社会经济效益的

同时,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形成友好

关系。 

【年】  2017 

【期】  10 

 

28/79 

【题    名】  任务型教学法在高职旅游英

语教学中的研究 

【作    者】  张霞;赵芸; 

【单    位】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任务型教学法强调特定的交

际项目内容与语言设置,它为学生提供可操

作的任务形式,鼓励学生自由表达、交涉、沟

通、解释和询问,所以任务型教学法是各类教

学手段优点集大成的优秀综合教学模式。本

文希望基于任务型教学法来简单探讨一下

它在高职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并例

证解读。 

【基    金】  莱芜市社科联社科专题研究

课题《莱芜市旅游业外语人才现状与需求调

研》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8 

 

29/79 

【题    名】  分层教学在高职《现场导游

实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作    者】  谢利芳; 

【单    位】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就高职旅游类专业而言,学生

生源一般大多为初中直生的 3+2 和职校生,

其学习兴趣低,学习能力较弱。而导游资格证

的考试难度大,据统计,浙江省每年的导游考

试合格率只有 30%左右。而《现场导游实训》

是旅游类专业培养并强化"导游服务核心技

能"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是全国导游员资格考

试必考科目之一。根据高职旅游类专业班级

学情,该课程的课堂教学采用分层教学是势

在必行。本文研究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现场

导游实训》分层教学的实施方案,并进行了教

学反思。 

【年】  2017 

【期】  28 

 

30/79 

【题    名】  高职教育法律课程的探索与

创新——以旅游法规与政策为例 

【作    者】  梁晨曦; 

【单    位】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法制博览 

【摘    要】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

一条独特的实践道路,其主要针对的是在校

高职专科院校的学生进行统一的知识培养

与教学。而由于法律课程的特殊性,在高职法

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加大对该课程的不

断改革与创新,以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高

职法律课程不断发展的科学之路。 

【年】  2017 

【期】  28 

 

31/79 

【题    名】  高职旅游专业德育教育与专

业素质紧密融合探索 

【作    者】  周丽娟; 

【单    位】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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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近年,在旅游行业

的不断发展中,诸如:超低团费"卷土重来"、

黑导游、旅游餐饮从业人员态度粗暴、服务

质量下降、不文明旅游依然凸显等旅游乱象

屡禁不止,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不仅肩负着培

养合格行业从业人员的责任,更有引导整个

旅游行业健康发展的责任。本文结合旅游行

业发展现状和高职旅游专业学生的德育现

状以及德育体系建设进行分析研究,力图探

索高职院校旅游专业教学过程中德育教育

和专业素质紧密融合的途径和方法。 

【基    金】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4 年度立项课题“以课程和教材改

革推进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立德树人研究”

(编号:2014B502)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19 

 

32/79 

【题    名】  关于高职旅游英语教学的几

点建议 

【作    者】  封丽萍; 

【单    位】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

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由此

产生了对通晓英语的旅游人才的巨大需求。

因此,旅游英语在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教学

中成为了重点之一。但是目前很多高职院校

的旅游英语课程由于学生基础、授课教师知

识体系、教学内容及考评形式等原因,教学效

果不甚理想。针对此情况,本文作者对高职旅

游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

出了整改意见。 

【年】  2017 

【期】  18 

 

33/79 

【题    名】  高职高专旅游类“双师型”

青年教师培训路径研究 

【作    者】  王秀娟;吴海燕; 

【单    位】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青年教师是旅游类高职高专

教育教学的主力军,其"双师"素质直接决定

了旅游类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通过高职高

专旅游类青年教师培训现状进行分析,提炼

出高职高专旅游类"双师型"青年教师培养

的困境,提出加快"双师型"教师认定顶层设

计,引航"双师型"青年教师培训;深度挖掘学

院资源,探索"双师型"青年教师校本成长路

径;开发校外资源,深化校企合作,巧用行业

协会,搭建培训平台等策略培养旅游类青年

教师"双师"素质。 

【基    金】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

高职高专旅游类“双师型”青年教师培养路

径研究(项目编号:2015-ZJ-025) 

【年】  2017 

【期】  09 

 

34/79 

【题    名】  高职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邮轮服务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王颖; 

【单    位】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摘    要】  当今旅游业中,邮轮旅游发展

迅猛,各大国际邮轮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迅速发展的邮轮旅游产业,使得邮轮乘务人

员紧缺。邮轮旅游的性质要求工作人员必须

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但是国内的高职专业

英语教育方式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很难完全

满足企业需求。针对这个问题,从学生学习方

向、教师授课方式及企业需求三方面分析当

前邮轮服务英语课程教学的不足,并提出一

些改革的意见以推动教学发展,提高学生能

力,满足企业需求。 

【基    金】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院级课题“高职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邮轮服务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课

题编号:YJKT201619),主持人王颖 

【年】  2017 

【期】  03 

 

35/79 

【题    名】  产业变革背景下高职院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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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才培养研究 

【作    者】  杨财根;尚群; 

【单    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

外语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 

【摘    要】  中国旅游产业已从单一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为具有综合要素的大旅游产

业,全域旅游在区域旅游的深入发展,以及"

互联网+"与旅游企业的深入融合是高职院

校高质量旅游人才培养必须面对的课题。但

当前高职院校的旅游专业发展明显滞后于

旅游产业的发展需求,相应实践性教育管理

相对缺少,旅游创新创业教育明显不足。高职

院校应依据旅游产业变革态势及时优化旅

游专业结构,通过校企深度融合的方式加强

实践性教学各方面的管理,同时在人才培养

的过程中培育学生创新思维,推行旅游创新

创业教育。 

【基    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

教育分会立项课题“旅游企业发展变革与高

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适应性研究”

(GZYLX2016042) 

【年】  2017 

【期】  27 

 

36/79 

【题    名】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旅游英语

教学改革探究 

【作    者】  刘芳; 

【单    位】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

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我国出入境旅游的迅猛发展

对高职涉外旅游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具有信息传播优势的新媒体技术为高职旅

游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

多样的实践平台。本文在分析当前高职旅游

英语课堂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利用新

媒体进行高职旅游英语教学改革的优势,并

提出具体教学改革措施。 

【年】  2017 

【期】  09 

 

37/79 

【题    名】  基于能力递进的高职课程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导游基础知识

课程为例 

【作    者】  彭文喜; 

【单    位】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从导游基础知识这门课程的

特点出发,运用能力递进的方法来对这门课

程进行了详细的项目化设计,并对课程实施

以及考核方式改革进行了说明。教学实践结

果表明这种基于能力递进的原则设计项目

内容,使学生在课堂中真正做到了教学做的

一体化,从而掌握了今后导游讲解工作必备

的导游基础知识。 

【年】  2017 

【期】  09 

 

38/79 

【题    名】  论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创新

思维能力的培养——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梁晨曦; 

【单    位】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培养具有较强职业能力与素

养的应用型人才是高职教育开展的首要目

标之一,为了使人才的能力与素养可以适应

市场需要,高职院校应当从时代发展角度出

发,加强对市场的调研,了解当前市场竞争的

基本情况,然后有针对性的对教育教学方向

进行调整。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市场竞争的

重点发生了改变,创新思维能力成为了人才

竞争的关键,因而高职教育应当对人才创新

思维能力的培养予以高度关注。文中将以旅

游管理专业为例,探究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

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方法。 

【年】  2017 

【期】  09 

 

39/79 

【题    名】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酒店实习

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作    者】  蒋翠; 

【单    位】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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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中国新通信 

【摘    要】  酒店的实习管理是高职旅游

管理专业教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水

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实践水平和管理能力。

然而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酒

店实习管理现状不容乐观,依然存在着很多

问题,如学生职业观念落后、酒店管理培训不

到位、以及高职院校没有及时进行指导等,

影响着高职旅游管理专业酒店实习管理。因

此本文就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高

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18 

 

40/79 

【题    名】  “互联网+”时代旅游电子

商务人才需求调查研究 

【作    者】  杨香花;吕鹤剑; 

【单    位】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高职学报 

【摘    要】  本研究对广东省佛山市旅游

企业开展了旅游电子商务人才需求调研。调

查结果表明,旅游企业使用网络开展旅游电

子商务活动非常普遍,旅游企业电子商务类

岗位以网络营销推广与一线服务人员为主,

旅游电子商务人才招聘来源主要是旅游管

理专业毕业生。企业最关注应聘者责任心与

应变能力;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最不满意的是

学生们没有长远职业规划。旅游企业从职业

规划、人际交流与实践教学等方面为旅游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基    金】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2015 年

课题(GDJY-2015-F-b074) 

【年】  2017 

【期】  09 

 

41/79 

【题    名】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基于校企

合作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探索——以湖南环

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廖晶晶; 

【单    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基于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训基

地的建设是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

有效途径。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的旅

游类专业在教学性实训和校外实习已经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基于校企合作的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为

了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校企合作的

校内实训基地迫在眉睫。 

【基    金】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学会课题(课题编号:XHB2015002) 

【年】  2017 

【期】  26 

 

42/79 

【题    名】  SPOC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

式在高职旅游英语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黄从玲;赵勃; 

【单    位】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服

装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经历了"MOOC元年"、井喷式增长之后趋于

理性。MOOC的大规模和开放利弊互存。为

让 MOOC 与高等教育有效融合和弥补

MOOC 的不足,SPOC 应运而生。SPOC 是

MOOC与实体课堂结合的典范,也是MOOC

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之一。SPOC与翻转课堂

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有效促进了高等教

育改革。文章在分析 SPOC概念、类型、教

学案例和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根据高等职业

院校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及高职旅游英语教

学的现状、学生的特点,分析了 SPOC翻转课

堂混合教学模式在旅游英语中的运用过程。

实践表明教学效果得到了有效提升。 

【基    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

类项目(GJ1624) 

【年】  2017 

【期】  03 

 

43/79 

【题    名】  高职旅游类专业学生工匠精

神内涵与培育路径 

【作    者】  喻彩霞; 

【单    位】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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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 

【文献来源】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摘    要】  培育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学

生工匠精神,既是高职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科

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职院校培养适应经

济"新常态"下旅游产业升级的实用型专业

人才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分析工匠精神在我

国的历史渊源和主要内涵入手,提出了提高

旅游管理专业师生的思想认识、形成有利于

工匠精神积淀的校园文化、建设科学的专业

课程教学体系、推行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等

高职旅游类专业学生的工匠精神培育路径。 

【年】  2017 

【期】  03 

 

44/79 

【题    名】  浅谈“工作室制”下青铜文

化在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业中的应用

研究——以青铜礼器产品为例 

【作    者】  孙星;徐璐; 

【单    位】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文化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旅游工艺品产业作为文化旅游业的一项高

附加值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当中,与此相对

应的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业作为旅

游工艺品产业的人才输送根基,越来越受到

大众的关注。尤其在当前阶段,"工作室制"

教学已然成为当前高职院校教学模式中的

必然趋势,在"工作室制"教学的引导下,将特

色地域文化融入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

业中,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为丰富旅游工艺品

产业特色、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做出贡献。 

【基    金】  2016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重点项目“青铜礼器在安徽地方文化

创意产品中的应用研究”(SK2016A0940);; 

2017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教研重点项目

“基于满足市场人才需求的艺术设计类专

业‘校企合作—工作室制’教学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tlpt2017TK005);; 

2016 年安徽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名师(大

师 )工作室——方少卿名师工作室”

(2016msgzs074) 

【年】  2017 

【期】  03 

 

45/79 

【题    名】  高职《旅游政策与法规》课

程教学改革探析 

【作    者】  詹秀秀; 

【单    位】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

系; 

【文献来源】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旅游政策与法规》是高职

旅游类专业的职业技能课程之一,是一门理

论性与应用性并重,同时具有很强时效性的

课程。在目前高职《旅游政策与法规》教学

实践中,面临着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师缺乏

法学专业背景、教材滞后现行政策与法规、

教学内容重法规轻政策、教学方法单一、考

核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和挑战。立足高职人才

培养目标要求,根据《旅游政策与法规》课程

特点,从师资力量、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考核体系等方面探讨课程教学改革措

施。 

【基    金】  湖北省教育厅 2016 年湖北

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6529) 

【年】  2017 

【期】  05 

 

46/79 

【题    名】  高职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及课

程改革研究 

【作    者】  吴莺; 

【单    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我国作为资源充沛的旅游大

国,吸引了无视外国人来华旅游。为了保证旅

游业的人才培养能够满足市场,很多高职学

校都开展了旅游英语的课程。本文从高职旅

游英语教学的现状出发,分析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建议,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

多媒体资源为载体,开展更加精彩的教学,文

中以"微课"作为主要创新方式进行介绍。 

【基    金】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高职旅游英语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研究”,编号:B-b/2016/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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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09 

 

47/79 

【题    名】  中国传统文化在高职旅游类

专业渗透式教学路径探究 

【作    者】  胡彦;顾敏艳;谭春霞; 

【单    位】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

店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旅游类专业传统文化培育的

核心内容包括"正心笃志的职业道德""仁者

爱人的服务精神""崇和尚礼的待客之道"三

部分内容。通过反思传统文化渗透中存在的

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材不够鲜活、教法不

够灵活等问题,着力建构了传统文化基石阶

段、提升阶段、实践阶段"三阶段",通识课、

平台课、专业课"三类课",使学校、学生、企

业"三主体"都参与到传统文化渗透式教学

过程中来。 

【基    金】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中国传统文化的职业意义建构及其

专业渗透式教学研究——基于高职旅游类

专业人才培养实践(编号:JG2015273)部分研

究成果;;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体验式教学法在

高 职 课 程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 编

号:2015SCG072)部分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6 

 

48/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社团项目

化管理 

【作    者】  闫亚萍; 

【单    位】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高职院校旅游专业注重对学

生的职业能力培养,除了课堂教学之外,专业

社团活动提供了从学校到社会"无缝对接"

的实践平台。旅游专业社团通过项目化的一

系列旅游社团活动,把社团管理和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业教学结合起来,全方位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并在此过程锻炼学

生职业选择、创业等能力。 

【年】  2017 

【期】  37 

 

49/79 

【题    名】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资源

库的建设思考与内容研究——以太原旅游

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郑媛; 

【单    位】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科技 

【摘    要】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资源

库的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点工作,资源库建

设能够推动物流行业发展。文章基于以上观

念,以太原旅游职业学院为例,主要探讨建设

必要性、建设思路、分类内容及应用,对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作初步探

讨。 

【基    金】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项目,项目编号:GH-13153 

【年】  2017 

【期】  09 

 

50/79 

【题    名】  新常态下高职旅游管理教学

改革的相关探讨 

【作    者】  崔佳山; 

【单    位】  昆明学院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经济信息 

【摘    要】  自从 2014 年的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习近平习主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

这个名词,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积极响应,向经

济速度以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则随时代发

展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驱动的创新方面发

展。而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

的新常态则需要得到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

专业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各高职院校去关

注学生各方面知识的综合能力,积极引导学

生们的自创创新能力和科学旅游管理能力。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着重探讨了一下现如今

我们旅游管理教学的现状、以及对这些现状

我们采取的对策。 

【年】  2017 

【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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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 

【题    名】  基于信息化教学的高职“导

游实务”课程设计和实践――以“君山岛景

区导游”教学单元为例 

【作    者】  徐眩; 

【单    位】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信息化教学就是在现代教育

理念的指导下,将先进的信息技术运用到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老师的教学质量,已被

广泛运用到各学科的教学。本文从教学基本

信息、教学设计、教学评价等方面详细介绍

了"君山岛景区导游"教学单元信息化教学

设计全过程,为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信息化教

学改革提供思路。 

【基    金】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院级一般

课题(课题号:YZ1508G) 

【年】  2017 

【期】  36 

 

52/79 

【题    名】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高职院

校旅游服务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作    者】  夏艺;安小可;王永娟;蔡琳; 

【单    位】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目的是

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培养

学生在未来职场中运用英语的能力。任务型

语言教学法(TBLT)强调语言教学应重视"意

义"的传递而非语言的结构、语法等"形式",

这样的教学理念非常契合高职英语教学的

目的。本文以高职院校旅游服务英语课程为

例,从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角度出发,探讨旅

游服务英语课程如何开展,才能有效培养出

具备未来职业所需的职业素养及语言技能

的高级涉外旅游英语应用型人才。 

【基    金】  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

云南旅游规划研究院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立

项编号:YLGH-2017-007;; 

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高职《旅游服务英

语》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项目编号:2015Y655 

【年】  2017 

【期】  09 

 

53/79 

【题    名】  互联网+研学旅行:高职创业

教育教学创新与实践 

【作    者】  黄亚宇;李庆; 

【单    位】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市场 

【摘    要】  "互联网+研学旅行"是对高

职创业教育的教学创新,其在教育理念、商业

模式、技术手段上都具有创新性。"互联网+

研学旅行"紧扣国家政策,立足于湖南丰富的

人文旅游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依靠文化创

意、信息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小学生搭

建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为了解中华文化

提供交流的平台,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年】  2017 

【期】  07 

 

54/79 

【题    名】  基于 CBE 理论的《旅游景

区服务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邓广山;陈宸; 

【单    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课

程是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必修和

核心课程之一。当前,受旅游管理专业建设的

不成熟性及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该课程在

教学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实践性

不强等问题。CBE理论是一种以满足岗位需

求为基本出发点的教学理论,具有目的性、针

对性、操作性强等特点。从 CBE理论出发,

该课程教学改革可以遵循以下思路:课堂讲

授、实践练习;课堂分组、项目驱动;情景模

拟、角色扮演;教材知识、时事动态;主题讨

论、专家座谈;校企共建、提供服务。 

【基    金】  重庆市 2014 年度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143127);;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2014 年度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2014jgkt006)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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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5 

 

55/79 

【题    名】  高职旅游管理人才培养问题

与模式创新路径分析 

【作    者】  强晓华; 

【单    位】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

管理成为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院校开设的专

业。然而,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

养水平参差不齐,不少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

业的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高

职教育本科化,培养模式趋同化,教学方式陈

旧化,校企合作形式化,等等。为此,各高职院

校要把握好时代发展的机遇,不断创新旅游

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结合高职院校办

学特点,创新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其

主要路径应包括:明确定位,坚持技能人才培

养方向;提炼特色,打造高职旅游专业品牌;

理实一体,强化实践主导教学体系;深化合作,

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基    金】  安徽省教育厅 2015 年度省

级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体演文化”的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2015jyxm521) 

【年】  2017 

【期】  04 

 

56/79 

【题    名】  高职旅游英语课程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崔文静; 

【单    位】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旅游英语作为实用专业英语

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产

物有自身特有的语言特色和文化背景。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

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旅游业的繁荣。旅游业

的发展,对我国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针对多

语种导游和其他各类旅游涉外人才的外语

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各高职

的旅游英语课程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发展

需求。因此,本文将从实际中的多元化教学模

式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高职旅游英语

课程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基    金】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法的旅游

英语教学改革 ,项目编号 :吉教科文合字

[2015]第 465号 

【年】  2017 

【期】  08 

 

57/79 

【题    名】  探究高职旅游教育实践性教

学特色建设的思考 

【作    者】  穆芃芃; 

【单    位】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现阶段高职旅游教育加强了

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在开展教学的时候注重

满足学生实际技能操作需求,在不断探索中

形成了具有职业特色的旅游实践教育体系。

文章从高职旅游实践教育体系建设、实践教

学方法改革、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

实践教学考核方法革新、就业导向完善等方

面分析高职旅游教育实践性教学特色建设。 

【年】  2017 

【期】  08 

 

58/79 

【题    名】  基于工作过程的《旅行社经

营与管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作    者】  郭卫娜; 

【单    位】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高职教育必须大力推行工学

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作为旅游专业主干课

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在具体课程

设置时,从工作岗位实际需求出发,以"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为指导,培养学生的适岗能

力;结合创新创业教育,对传统课程教学进行

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基    金】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

业(旅游管理专业)建设计划资助项目(项目

编号:2016gzpp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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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08 

 

59/79 

【题    名】  谈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双证书

制度指导下课程体系建构 

【作    者】  任卓;陈立宁; 

【单    位】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  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专业建设

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双证书制度

是通过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内涵的衔

接与融通,实现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

融合。以双证书制度为探究思路,结合锦州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旅游英语专业建设,探讨双

证书制度指导下课程体系构建的实践与启

示。 

【年】  2017 

【期】  04 

 

60/79 

【题    名】  高职旅游专业渗透工业旅游

教育途径研究 

【作    者】  刘丽群;龙凌; 

【单    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下半月) 

【摘    要】  我国旅游行业进入大众旅游

时代,在全域旅游时代背景下,工业旅游成为

旅游行业发展的新热点。工业旅游是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旅游项目,是

工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一种新型业态,高职

旅游专业渗透工业旅游教育有其必要性和

意义。高职旅游专业可以通过适时掌握工业

旅游最新理念和多维度促进工业旅游教学

渗透工业旅游教育。 

【基    金】  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

究课题“基于工业旅游打造高职‘工’字特

色旅游管理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6C0533);; 

2016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

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2016)294号] 

【年】  2017 

【期】  08 

 

61/79 

【题    名】  基于《旅游英语》慕课平台

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作    者】  侯海冰; 

【单    位】  广东开放大学; 

【文献来源】  疯狂英语(理论版) 

【摘    要】  慕课教学模式能否有效应用

于高职旅游英语教学,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

以应用英语(涉外旅游)专业 35 名学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传统教学与慕课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实验,旨在分析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结

果差异。研究发现,慕课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

学生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巩固旅游英语基础

知识,提供更多实操机会,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而且有利于教师进行因材施教。 

【基    金】  2015年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旅游英语》慕课平

台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项目编

号:21331615);; 

2016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教师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访问学者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年赴美国卫斯理安学院进修《旅游文化》

教育课程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3 

 

62/79 

【题    名】  情境教学法在高职旅游韩语

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作    者】  杨薇;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航空系; 

【文献来源】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情境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模式,教师在充分体会学生的心

理感受的基础上,将预设情境达到最优化。近

年来随着高职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也

积极地实践将情境教学法引入课堂教学,但

在实际教学中反映出在教师方面、情境创设

方面、课堂安排上存在诸多问题,为改变以往

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韩语产生兴趣从而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高职韩语教学应结合已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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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的问题,深入探讨情境教学法在课堂中

的有效应用。 

【基    金】  2015年度辽宁现代服务职业

技术学院科研课题“情境教学法在高职旅游

韩语教学中的应用”的阶段性成果,负责人:

杨薇;编号:2015007 

【年】  2017 

【期】  04 

 

63/79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高职

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以辽宁现

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李婉娜;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航空系; 

【文献来源】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目前,辽宁省高职旅游专业实

训基地建设经历了教学型、生产型、创新型

实训基地三种形式,在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

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着设施设备条件落后,师

资匮乏,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脱节,校企合作

融合不足等问题,高职院校应通过改革教学

模式,建设"双师"队伍,提高实训基地项目设

计实用水平,校企合作重点向协同教学方向

发展等途径来解决。 

【基    金】  辽宁省国家教育“十三五”

规划 2016-2017年度科研课题“创新创业教

育背景下的高职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

究”的阶段性成果 ,负责人 :李婉娜 ,编

号:16LNGJ054 

【年】  2017 

【期】  04 

 

64/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

教学改革探讨——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 

【作    者】  孙盼想;黄晖;侯翠华; 

【单    位】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吉安职业技术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公共

体育教学部; 

【文献来源】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摘    要】  实践教学在培养高职旅游管

理专业学生观察能力、分析和解决突发问题

能力、专业技能以及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等

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终对提升学

生综合职业素质和未来社会竞争力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为

具体研究对象,在对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

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教学的

具体改革思路。 

【年】  2017 

【期】  08 

 

65/79 

【题    名】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特色化建

设思路与路径——以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李长亮;洪秀文; 

【单    位】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文章分析了高职旅游管理专

业特色化建设的思路,基于此,提出了高职旅

游管理专业特色化建设路径,即创新"武陵山

片区旅游职教集团"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

建以承接旅游服务外包为特色的"工学交替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能力递进为特征的"

生产型"课程体系、建设内容丰富的网络化、

数字化、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突破传统教

学管理制度,突出新型"质量评价与反馈"评

价体系、提升专业建设的社会服务与辐射能

力。 

【年】  2017 

【期】  15 

 

66/79 

【题    名】  浅谈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训

课程教学方法 

【作    者】  顾秋莎; 

【单    位】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普通高职院校大多数都重视

理论知识教学,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因此需要提升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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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本文分析了高职旅游

管理专业开展的实训课程教学类型和现存

教学问题,重点探讨了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

训课程教学方法。 

【年】  2017 

【期】  08 

 

67/79 

【题    名】  高职旅游专业实训室建设与

管理实践研究 

【作    者】  沈燕; 

【单    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农家参谋 

【摘    要】  在高校职业教学的过程中,

实训基地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也是教学

过程中必备的条件之一。教育部发布的《关

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

确指出,要"建设一批融合教学、实训、职业

技能鉴定以及技术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实

训基地或者是车间"。在这样背景下,高等职

业院校开始建立实训基地,加强对学生实训

技能的培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量不断增加,学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

企业用不上、社会不满意等矛盾逐渐增多。 

【年】  2017 

【期】  15 

 

68/79 

【题    名】  基于能力滚动递进教学模式

的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改革 

【作    者】  李好; 

【单    位】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导游实务》课程在四级职

业能力递进的基础上,使递进和滚动交叉,即

以能力递进滚动设计为思路进行高职旅游

管理专业《导游实务》课程改革。具体包括

学期设置滚动,教学模块和项目滚动,教学实

训滚动,滚动式能力测评。以期促使学生职业

能力培养递进。 

【年】  2017 

【期】  22 

 

69/79 

【题    名】  基于“互联网+”的高职旅

游管理专业教学实践 

【作    者】  杨炼; 

【单    位】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人

才的过程中,应该培养学生学习和创新能力,

顺应时代的变化,增设与互联网经济有关的

选修课程,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培养学生的

团队意识,锻炼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年】  2017 

【期】  07 

 

70/79 

【题    名】  基于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开展实践教学的探索 

【作    者】  王渔; 

【单    位】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当前,旅游业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带动了酒店服务行业的发展,使酒店管理

专业在高校专业学科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引

起多方人士的重视。酒店管理专业多设置与

高职院校,实际专业学科开设时一般将酒店

管理设置为独立专业或设置为旅游管理专

业(酒店管理方向),该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质,所以该专业教学过程中需要添加实践

教学内容。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开展实践

教学,是培养该专业学生酒店管理能力、实践

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关键课程,应受到该专业

教学老师及院校的重视。 

【年】  2017 

【期】  07 

 

71/79 

【题    名】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应用——以河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作    者】  杨丽; 

【单    位】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摘    要】  随着旅游业人才市场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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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调整,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式的改

革势在必行,作为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基

地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人才培养方式的创

新。该研究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为切入点,介绍了该专业在实施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做法,并对教学

成效进行分析。 

【基    金】  2016年度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职旅游管理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年】  2017 

【期】  08 

 

72/79 

【题    名】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双师素

质”教师培养初探 

【作    者】  宋文燕; 

【单    位】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 

【摘    要】  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

双师素质"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

方面,也是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高

职旅游英语专业应重视专业教师的"双师素

质"培养,积极为教师创造条件,通过一系列

途径帮助专业教师提升其"双师素质",使他

们既能胜任理论课教学,又能有效地指导学

生进行专业实践。 

【年】  2017 

【期】  04 

 

73/79 

SrcDatabase-来源库:  CJFD2017 

【题    名】  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旅游英

语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  徐舒静; 

【单    位】  呼伦贝尔学院旅游管理与地

理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培养学生的职业技术水平是

高职院校的主要教学目标,因此学生最终能

顺利胜任境外旅游工作就是高职旅游英语

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作为世界职业教育理

念前列的职业能力导向教学更是在高职旅

游英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对职业能

力导向教学进行概述,及其在高职旅游英语

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从而体现出其重要作用。 

【年】  2017 

【期】  07 

 

74/79 

【题    名】  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职业

教育现状与创新发展分析 

【作    者】  翟文;王芳; 

【单    位】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旅游分

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在高校中加强对旅游管理专

业性人才的培养,是为社会提供实用性人才

的关键基地与重要途径,因此高校旅游管理

专业教学水平的高低以及教学质量的好坏,

对我国旅游业的健康长远发展产生了直接

影响。在此实际基础上,在院校的旅旅游管理

专业教学中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与分

析,对旅游管理课程模式与策略的创新优化

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论述与分析了目

前我国高职院校中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现状,

以及我国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的

创新措施两个重要方面,旨在进一步加强我

国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职业教育发展

与教学创新,为社会培养专业化的应用型旅

游管理人才,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旅游行

业得到高质量的快速发展。 

【年】  2017 

【期】  07 

 

75/79 

【题    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设计研究 

【作    者】  尚晓丽;刘丽群; 

【单    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职业教育是供给侧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迎来了契机。当前高

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对于实际需求的有效

供给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何培养出具备较高

专业素养并且符合旅游业各类岗位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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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才,成为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改革

的方向,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教学改

革。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论述了当前高

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设计中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和教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年】  2017 

【期】  07 

 

76/79 

【题    名】  高职高专《旅游心理学》课

程教学改革初探 

【作    者】  孙彦逢; 

【单    位】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摘    要】  目前,高职高专《旅游心理学》

课程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课程内容

改革不够深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高,考核

方式不够合理。本文就这几个问题产生的原

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    金】  吉林省高教学会高教科研课

题 2015年度立项课题,基于能力培养高职高

专旅游心理学课堂教学手段与方法改革研

究(课题编号:JGJX2015D359)成果 

【年】  2017 

【期】  07 

 

77/79 

【题    名】  思维导图在高职旅游类实训

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陈莉; 

【单    位】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教研室; 

【文献来源】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摘    要】  旅游管理专业"高职旅游管

理专业综合训练"课程是对专业所有课程教

学、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提炼、综合、提升

的课程,实施基于行动导向的旅行社基础能

力、现代管理能力、创意管理能力、文化管

理能力四层次递进能力培养。其中,创意管理

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课程能力目标的重、难

点,将思维导图应用结合"头脑风暴法"运用

到学生创意旅游产品开发能力的训练中,能

达到以创意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创意思维的

目的,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7 

 

78/79 

【题    名】  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学生职业

能力培养探析 

【作    者】  邓丽萍; 

【单    位】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

系;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职业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育

的培养目标。通过对旅游行业高职高专学生

英语应用能力调查,分析了影响旅游英语专

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

学、实操的改革措施,以及建立相应的"双师、

双能型"教师。旅游英语专业学生职业能力

培养必须有效地将英语的语言基础教学与

职业能力综合实训相结合。 

【基    金】  2015 年 4 月,云南省高职高

专教育分会第三批高职教育科研课题“丽江

旅游行业对高职高专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要

求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YGZ44) 

【年】  2017 

【期】  27 

 

79/79 

【题    名】  基于校中社的高职旅游管理

专业课程开发实践——以《计调与外联操作》

为例 

【作    者】  张文萍; 

【单    位】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在旅游业转型发展时期,人才

需求矛盾突出,高职教育也在积极探索如何

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相吻合,能够达到

上岗即用的目标,因此,校中社作为校内生产

性实训基地成为实践教学开展的重要依托。

结合旅游行业岗位人才需求,以《计调与外联

操作》课程为例,基于校中社将课程在课程目

标、课程设计、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与

重构,为提升旅游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一定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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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19 

 

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 

返回栏目导读 

1/61 

【题    名】  行动导向型课堂协同一体化

教学实证研究——以“商务英语谈判”课程

为例 

【作    者】  李之松;邓鹏丽; 

【单    位】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语

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文献来源】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 

【摘    要】  行动导向型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以行动为导向,以能力为目标,突出理论、

实践、网络一体化,优化教、学、做一体化。

研究表明:该教学模式获得学生广泛认可与

好评,学生尤其喜欢实践课堂;理论、实践、

网络课堂具有较高关联性,三者相互影响,其

中理论与实践课堂关联度最高。课程教学需

要加强与优化理论、实践、网络一体化和教、

学、做一体化建设,突出行动导向,开展多种

实践活动,促进协同一体化教学,这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基    金】  2014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

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粤教高函[2015]72

号);; 

2015 年度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工程

项目(2015-JKYX-3) 

【年】  2017 

【期】  04 

 

2/61 

【题    名】  北京林业大学商务英语专业

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 

【作    者】  黄越;陈佳君;叶舒怡;颜贤斌; 

【单    位】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走访调

研等方式,在比较北京林业大学商务英语专

业 2011版和 2015版两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课

程设置的基础上,结合《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

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进行同异分析,

发现了北京林业大学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

置的特点;找到了该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基    金】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大学

生科研训练计划“北京市高校商务英语专业

课 程 设 置 调 查 与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X201610022120)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48 

 

3/61 

【题    名】  “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

翻译教学探索 

【作    者】  张微; 

【单    位】  黑龙江大学;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

估) 

【摘    要】  文章从商务英语翻译的内涵

和特点出发,结合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

现状,利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优

势,探索和寻求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在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学习方法和评分体系方面,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的方式和

方法。 

【基    金】  黑龙江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高校经济学英语课程中的翻

译教学实践研究”(2015B06);黑龙江大学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学英语中的翻译与修

辞研究”(QW201327);; 

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外语学科

专项)项目“跨文化视阈下商务沟通能力研

究”(WY2016044-B)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11 

 

4/61 

【题    名】  浅谈微课对商务英语教学效

果的提升 

【作    者】  陈曦; 

【单    位】  汉江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应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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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要求商务英语教学应当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将新技术应

用其中。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微课被应

用到商务英语教学中,并对教学质量与教学

效果起到了提升作用。本文将对微课的概念

进行简要分析,探究微课在商务英语教学中

应用的途径与方式,提出微课教学给商务英

语教学带来的积极作用。 

【年】  2017 

【期】  11 

 

5/61 

【题    名】  英语戏剧教学在商务英语谈

判课的应用研究 

【作    者】  彭禹;王丽; 

【单    位】  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戏剧之家 

【摘    要】  随着贸易国际化在更多层次、

更多领域的开展,商务谈判涉及的领域更加

广泛,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因此商务英语

谈判课程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占有了极其重

要的地位。本文认为,在谈判课程中引入英语

戏剧教学法能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

造性的同时,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

实际解决问题能力。 

【年】  2017 

【期】  21 

 

6/61 

【题    名】  基于“实习式”的商务英语

单证翻译学习 

【作    者】  沈南燕;陈秀春; 

【单    位】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为了提高学生在商务英语单

证翻译学习方面的实践能力,本文提出基于"

实习式"的商务英语单证翻译学习模式。该

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题、

培养实践性翻译人才的教学模式,旨在培养

学生的翻译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基    金】  2014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教

育科学规划项目“‘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项目编号:2014GXJK179);; 

粤教高函[2016]236 号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实习式”翻译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2016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商务英语翻译

工作室》(项目编号:201613656019) 

【年】  2017 

【期】  11 

 

7/61 

【题    名】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项目驱动

教学实践研究 

【作    者】  缪敏; 

【单    位】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高职教育需要注重教学的实

践性,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

养,这样才能为学生的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更是如此,需要对学

生英语实践和应用能力加强培养,帮助学生

获得实践应用能力,以便获得更好的就业机

会。但是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存在一些问

题,如过于重视英语语法等理论知识的传授、

对实践能力课程安排不足,教学改革势在必

行。采用项目驱动型教学实践,将商务英语专

业中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进行整合,可以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英语语言运

用能力。本文针对高职商务英语专业项目驱

动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年】  2017 

【期】  11 

 

8/61 

【题    名】  商务英语函电实训教学模式

研究 

【作    者】  项燕; 

【单    位】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文献来源】  英语广场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商务英语函电

课程的特点以及教学现状,提出在实训课程

中采用"模拟实训"的教学模式,并详细探讨

该模拟实训的教学设计,以期达到理论与实

践的融合,确实提高学生的实际函电撰写能

力。 

【基    金】  2015年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院级质量工程项目——应用英语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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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项目编号:2015yjzlgc17) 

【年】  2017 

【期】  11 

 

9/61 

【题    名】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翻转课堂

理论在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分

析 

【作    者】  张静; 

【单    位】  内蒙古财经大学外国语学

院; 

【文献来源】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摘    要】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将翻转课

堂理论融入商务英语的教学当中,不但可以

使商务英语教学的整体质量及水平整体提

升,还有利于我国在素质教育方面的必然要

求。本文针对目前翻转课堂在商务英语教学

当中的运用给予有效的分析,以此使商务英

语教学有所改变,使商务英语教学的效果更

为良好。 

【年】  2017 

【期】  05 

 

10/61 

【题    名】  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跨境

电商课程改革探索 

【作    者】  陈黎峰;韩娜; 

【单    位】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跨境电商是高校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等专业的重要课程。文章以多模态

话语分析理论为依据,从改变现行的教学模

式和考核评价方法等方面,探讨培养学生跨

文化交际背景下多模态输出能力的途径,提

高电子商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运用多

模态进行输出、与电商平台受众开展沟通的

能力,提升学生价值。 

【基    金】  2016年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NITJG-201610) 

【年】  2017 

【期】  05 

 

11/61 

【题    名】  商务英语翻译实证研究 

【作    者】  许丹;卢晓娟;张罗丹; 

【单    位】  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

院;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学院; 

【文献来源】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摘    要】  以建构主义-学徒制理论为

参照,建立基于语料库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

模式,以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该教学模式能

显著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有效培养学生自

主翻译习惯。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6BYY028);; 

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16JYT16);;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6 年校级教改重点项目

(2015Z0204) 

【年】  2017 

【期】  05 

 

12/61 

【题    名】  电子商务发展对电子商务英

语信息化教学的影响 

【作    者】  任湘琴;任军利;赵杰丽; 

【单    位】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近年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电子商务技术也在不断革新,传统的电子商

务英语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诉求。当今世

界是一个科技进步、多媒体与互联网兴起的

新时期,电子商务英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要

全面提高教学的质量,改变传统化英语教学

的模式,就必须将其与情境化、数字化以及个

性化教学结合起来,抓住课本的重要内容,注

重商务英语的实践性,培养学生英语的沟通

和交际能力,打造新型的电子商务英语教学

模式。本文就对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英语的

发展做一个概述,结合实际谈谈其影响,从而

更好的服务教学。 

【年】  2017 

【期】  30 

 

13/61 

【题    名】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英语教

学情境设计研究 

【作    者】  尚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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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文献来源】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摘    要】  为了凸显学生职业能力的培

养,研究和采用了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设计

理念,对中职英语(基础模块)的购物的一个

子情境进行了研究性教学设计,打破原有学

科体系的教学设计,以工作任务为目标,对英

语话题项目、交际功能项目进行了整合与重

构,此设计是基础英语所进行的改革性尝试。 

【年】  2017 

【期】  10 

 

14/61 

【题    名】  剑桥商务英语微课程应用和

开发设计 

【作    者】  黄卉; 

【单    位】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剑桥商务英语的教学是全方

位和灵活的,引入微课可以更好地增加教学

效果,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微课在剑桥商务

英语课程的实际教学中的各个阶段都可以

应用,微课的设计内容中应该包含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测试。 

【年】  2017 

【期】  30 

 

15/61 

【题    名】  基于需求分析的商务英语教

学大纲设计研究 

【作    者】  李青; 

【单    位】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增强,商务英语作为 ESP(专门用途英语)的

一个分支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应用于商务英

语教学过程中的需求分析在其规划与教学

设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商务英语课

程的设计需要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科任教师、

机构管理人员及商务英语教师的共同合作。

该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商务英语和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对于教学大纲设计的重要性及其

在商务英语教学大纲中的应用。 

【年】  2017 

【期】  20 

 

16/61 

【题    名】  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商务英

语专业精读教学探索和实践 

【作    者】  康霞; 

【单    位】  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以学习者为中心,发挥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是现代外语教学所

倡导的理念,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这

一理论已经成为 21 世纪外语教学的重要理

论基础之一。本文主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

导,旨在探索建构主义视域下商务英语精读

课的教学,并采用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调查了

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学效果。 

【基    金】  山西财经大学 2014 年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阈

下的‘任务型,互动式’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研

究”(项目编号:2014227)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43 

 

17/61 

【题    名】  独立学院商务英语教学改革

研究 

【作    者】  孙飚; 

【单    位】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外语

系; 

【文献来源】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的新生事物,探寻有效提高其商务英语教

学质量的途径是高校外语界面临的难题之

一。为此,必须明确独立学院商务英语教学的

定位,才能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和学生日益增

长的就业需要。本文从建构主义语言学和应

用语言学角度出发,探讨了商务英语的学科

归属,通过分析商务英语教学现状,提出了独

立学院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

法。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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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题    名】  商务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渗

透探析 

【作    者】  李璐; 

【单    位】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  我国和西方国家频繁进行商

务交流,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

文化意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商务英语教

学要利用各种方法和资源来向学生传输文

化知识,把学生培养成贯通中西文化的多元

化人才,同时增强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的

市场竞争力。 

【年】  2017 

【期】  05 

 

19/61 

【题    名】  高职商务英语拓展专业“离

散性、嵌入式、滚动型”企业实践教学模式

探索——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拓

展专业为例 

【作    者】  汪文格; 

【单    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

语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商务英语专业企业实践教学

是提高学生国际商务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

了商务英语专业拓展专业,要求学生在三个

学期内完成五门核心课程的学习,在这种教

学时间短、课程压缩的情况下开展企业实践

教学,困难非常大。本文就拓展专业的企业实

践教学的任务与内涵、实践模式与途径、实

践监管与评估等进行了探索。 

【基    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校级课题“职业外语拓展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研究——以商务英语为例”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42 

 

20/61 

【题    名】  国际贸易专业商务英语视听

说教学改革探析 

【作    者】  王妍; 

【单    位】  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国际贸易

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正在向高

水平复合型转变。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

英语课--商务英语课的教学改革也就势在必

行。听说读写译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功和基本

要求,而目前的商务英语教学过多强调翻译,

忽视了视听说环节,造成学生听说能力差,而

最终导致竞争力不强,影响就业和未来发展。

因此本文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设备

和资源、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分析商务英语

视听说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学生听说

水平,提升商务英语整体教学效果。 

【基    金】  2016年度辽宁工业大学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2016046) 

【年】  2017 

【期】  05 

 

21/61 

【题    名】  语料库辅助商务英语教与学

互动模式研究 

【作    者】  刘娟; 

【单    位】  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昌吉学院学报 

【摘    要】  以广东培正学院商务英语专

业教学改革为契机,主要探讨改革重点之一

——如何运用语料库辅助商务英语教学。文

章论述了语料库辅助商务英语教与学的优

势和困难,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师生互动型的综合模式以适应二本院校商

务英语教学的发展。 

【基    金】  广东省高教厅高校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项目专项基金“课程体系与教材教

法改革”(No.51粤教高函[2012]204号);“商

务英语多模态语料库建设”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05 

 

22/61 

【题    名】  向应用型高校转变过程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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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浅析综合英语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 

【作    者】  谭莉; 

【单    位】  大连财经学院国际商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在网络技术、大数据盛行的

全新信息时代,具备综合能力的商务英语专

业人才已成为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的新方向。翻转课堂作为变革性的教学模式

担当了向应用型高校转变过程中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的助推器。本文结合应用型本科商

务英语专业综合英语翻转课堂的教学现状,

从教学安排、教学评价、教学满意度三个方

面分析了翻转课堂较传统课堂所具有的优

势,同时就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目标下

综合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提出了

四个方面的建议,将翻转课堂的优势发挥到

极致,有利于在向应用型高校转变过程中培

养更出色的商务英语人才。 

【基    金】  大连财经学院校级课题(教

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向应用型高校转变

过程中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

目编号:2016dlcjyb08) 

【年】  2017 

【期】  19 

 

23/61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

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作    者】  王晶鑫; 

【单    位】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培养具有双创能力的商务英

语专业人才,离不开具有双创实践教学能力

的教师队伍。而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

语专业的双创师资现状并不乐观。针对存在

的这些问题,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当切实转变

观念,改变现有师资结构,招聘更多具有企业

实践经验的人才纳入教师队伍,聘请校外专

家作为实践教学的客座和兼职教师。同时,

多途径多渠道对专职教师开展双创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改革考核和评价体系提高教师

参与双创实践教学的积极性,组建创新创业

实践教学团队。 

【基    金】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7

年教科研培育项目——“双创”背景下应用

型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编

号 2017PYXM02) 

【年】  2017 

【期】  20 

 

24/61 

【题    名】  基于分层次理念的商务英语

教学模式特点及实践 

【作    者】  罗惠卿; 

【单    位】  广东理工学院外语系;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将分层次理念应用到商务英

语教学中,有助于提高商务英语教学质量。其

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理念,能够使教师改变传

统商务英语教学方法,兼顾学生之间的个体

差异,实现英语知识水平的提升。本文对商务

英语改革背景及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论述基

于分层次理念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特点,提

出具体实践方法,提高商务英语教学质量。 

【基    金】  广东理工学院教学研究与改

革项目“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

生 写 作 词 汇 丰 富 性 分 析 ” , 项 目 编

号:JXGG2017007 

【年】  2017 

【期】  20 

 

25/61 

【题    名】  问题反馈式项目教学在高职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国际贸易实

务为例 

【作    者】  李洁;吴修玲; 

【单    位】  赣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摘    要】  文章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

例,介绍了如何运用问题反馈式项目教学辅

助教师进行课程教学,以期提高高职课程的

教学效果。该研究选择某高职院校 2014 级

商务英语专业 1、2班为研究对象,设定 1班

为实验组实施问题反馈式项目教学,2 班为

对照组进行传统教学,在课程教学结束后采

用教学效果问卷调查和 SPSS 22.0期末考核

成绩分析的方式来对比教学效果。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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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问题反馈式项目教学辅助下的国际贸

易实务课程教学效果要优于传统教学方法

下的课程教学效果。问题反馈式项目教学更

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提升学生的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以及个人能

力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更有效地提高了学

生的职业素养以及岗位能力。 

【基    金】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

规划项目“网络环境下的项目教学法实践研

究”(编号:15JYQ05),主持人:李洁;; 

赣南医学院教学改革研究校级课题“多媒体

网络环境下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 以 《 外 贸 英 语 函 电 》 为 例 ” ( 编

号:jgkt-2015-19),主持人:李洁 

【年】  2017 

【期】  29 

 

26/61 

【题    名】  运用需求分析理论研究人才

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有效对接——以商务英

语专业为例 

【作    者】  胡亦丹; 

【单    位】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中国出口进一步增加,

外贸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

大,同时对商务英语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传

统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与企业需求不对等,

导致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实际工作能力差,

不受用人单位欢迎。本研究试图通过需求分

析理论,研究外贸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真

正需求,找出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的差距,实

现两者的有效对接,并对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方式以及师

资队伍建设等提出建议,以期给我们商务英

语专业学生培养和教学活动提供有力的支

持和参考。 

【年】  2017 

【期】  10 

 

27/61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的商务

英语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究 

【作    者】  刘怡露; 

【单    位】  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国际商贸合作力度的加

大,商务英语作为一门新兴的、实用性较强的

专业受到广泛的青睐。较之传统英语专业,

该专业更加注重培养学生通过互联网自主

获取知识的能力。因此,"互联网+"背景下的

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成为了本科院校商

务英语专业师生共同探究学习的课题。 

【基    金】  2017年度河南省教师教育教

改 项 目 ( 一 般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2017-JSJYYB-049 

【年】  2017 

【期】  10 

 

28/61 

【题    名】  商务英语中学生交流能力的

发展策略 

【作    者】  黄一; 

【单    位】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经

济的联系日趋紧密,国际商贸活动也不断增

多,商务英语的重要性自然也水涨船高。文章

基于此,以交流能力为出发点,首先分析了商

务英语中学生交流能力的发展策略,包括以

课程改革为先导、以实践教学为重点、以教

材建设为辅助等,紧接着又给出了商务英语

中学生交流能力发展的具体策略,包括模拟

商务环境、注重语言得体、突出语用策略、

立足文化差异等。 

【年】  2017 

【期】  10 

 

29/61 

【题    名】  基于项目的独立学院商务英

语专业阶梯式实训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  张明; 

【单    位】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独立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在实

训教学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理论

基础;人才培养方案不合理;实训教学条件滞

后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基于项目的阶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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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模式,即将"课程项目—仿真项目—

竞赛项目—真实项目"四者融为一体的阶梯

式实训教学体系。 

【基    金】  2015年度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教学研究课题“商务英语专业外延式实训项

目研究”(项目编号:201505)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0 

 

30/61 

【题    名】  信息化环境下商务英语教学

体系的构建 

【作    者】  王晓冬; 

【单    位】  吉林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

时代,教育教学领域也由于受高速发展的信

息技术环境的影响而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

优势,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构建教学体系。现

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商务英语教学体

系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实现途

径。首先介绍商务英语概念以及信息化技术

与理论基础,并且阐述信息化环境下商务英

语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

信息化环境下构建商务英语教学体系的具

体措施。 

【基    金】  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

2014年重点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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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批号:吉教高字[2014]46号) 

【年】  2017 

【期】  10 

 

31/61 

【题    名】  翻转课堂模式在高校商务英

语课程中的可行性研究 

【作    者】  高文宇; 

【单    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经济与贸

易系;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首先对翻转课堂模式在高校

商务英语教学中应用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

探究了翻转课堂模式进行应用的核心要点

以及基本原则。进而对翻转课堂模式在高校

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实践进行了阐述与研究,

从商务英语需求、自主学习需求、信息媒介

运用、评价手段四个维度的实践统计数据等

方面,充分而科学地论证了翻转课堂模式在

高校商务英语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以及优

化方向。 

【基    金】  校级翻转课堂课题研究成果

之一 

【年】  2017 

【期】  10 

 

32/61 

【题    名】  商务英语阅读教学与学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作    者】  赵艳玲;姜勇; 

【单    位】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外

语系; 

【文献来源】  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

版) 

【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在商务英语阅

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通过在课堂教学中

采用启发式阅读教学、小组合作学习及切块

拼接式教学等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以期能够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基    金】  2016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项目《以英语写作为途径的大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批准号

16YYC10)的部分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5 

 

33/61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

业“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李婉婉;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

版) 

【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

业教学模式是一个亟须研讨的重要课题。本

研究运用人本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构

建起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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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内

容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旨在为我

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提供可行性方案。 

【年】  2017 

【期】  05 

 

34/61 

【题    名】  地方本科院校专门用途英语

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作    者】  谢捷; 

【单    位】  衡水学院公外教学部; 

【文献来源】  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

版) 

【摘    要】  借鉴需求分析、建构主义、

人本主义等国内外现代教学理论,基于地方

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讨论了在建设 ESP 课

程群过程中,着力探索的以下方面:课程定位;

开设的学期;ESP课程类别;师资队伍培养;教

材建设;教学模式、评价方法等。还发现其

它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需求分析范围还比

较有限;课程种类还不够多;课堂教学及评估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缺乏科

学方法的指导等。 

【基    金】  2015年河北省高等学校英语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5YYJG051);; 

衡水学院 2016 年教改课题(jg2016084)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5 

 

35/61 

【题    名】  国内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现状、问题及对策 

【作    者】  蔡瑞珍; 

【单    位】  三明学院; 

【文献来源】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摘    要】  通过梳理 CNKI上有关商务

英语翻译教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商务英语翻

译教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但存在研究内容重

复、发文质量不高、盲目套用理论、实证研

究少、缺乏业界导师参与等问题。商务英语

翻译教学研究要结合学科定位,做足文献功

夫,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等方

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提升研究质量,实现

商务英语翻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基    金】  三明市社科规划课题项目

(Z1707);; 

福建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JAS151331);; 

福建省教育厅精品资源共享课《商务英语翻

译》项目(2015) 

【年】  2017 

【期】  03 

 

36/61 

【题    名】  基于新课改背景下的商务英

语教学改革 

【作    者】  张谦; 

【单    位】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

对于教育的重视度日渐提升,并积极实施新

课程改革,为各学科教学提供指导和依据。商

务英语专业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学科,受到

传统教学理念、方法的影响,导致商务英语教

学整体效果不尽如人意,不利于人才培养有

效性的提升。基于此,在新课改指导下,立足

于商务英语教学特点,明确当前商务英语教

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商务英语教学改革对

策,旨在为我国商务英语教学提供支持。 

【年】  2017 

【期】  19 

 

37/61 

【题    名】  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 

【作    者】  王丽平; 

【单    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新兴教学方法在教育事业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案例教学法就是其中非常

适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商务英语作为特殊用

途英语之一,在各大高校中占据着十分重要

的位置,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通过

应用案例教学法,就可以有效提高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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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和效果。该文就详细分析案例教学

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年】  2017 

【期】  19 

 

38/61 

【题    名】  多模态项目式教学模式在

《外贸英语函电》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陈丹丹; 

【单    位】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摘    要】  《外贸英语函电》是实践性

强,综合素质要求高的商务英语核心课程之

一,单一模式教学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及

学习效果效能甚微。本文将探讨运用多模态

项目式教学模式让该课程教学趋于专业化、

形象化以及实用化。 

【基    金】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2016 年

度校级教改项目:“语言+商务+文化”一体

化的商务英语跨课程多模态项目式教学模

式探索,项目编号:201607;;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2015 年度《外贸英语函

电》校级优质课程项目,项目编号:201503 

【年】  2017 

【期】  28 

 

39/61 

【题    名】  语言经济学视域下商务英语

教育服务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耦合机制探

求 

【作    者】  王芳; 

【单    位】  大庆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南方农机 

【摘    要】  文章以研究语言经济学理论

为依托,展开讨论商务英语教育服务龙江经

济文化发展的耦合机制,深入研究商务英语

教学的经济效益与价值,合众探究人力资本、

教育经济学、英语语言的经济学价值等问题,

力图为龙江商务人才的培养找寻耦合策略,

为龙江经济文化发展进行实证研究与理论

探究。 

【基    金】  2017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龙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2017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高校

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缺失现象调查及对

策研究”(201710235045) 

【年】  2017 

【期】  18 

 

40/61 

【题    名】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改革的理

念和实践——以“希腊罗马神话”为例 

【作    者】  徐梦溪;高鹏飞; 

【单    位】  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大理

大学药化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下旬) 

【摘    要】  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定

位为国际化、复合型、应用性人才模式,客观

上要求各高校重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商务英语课程教学方式,实现发展商务

环境下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提高人文

教育素养,跨文化交际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本

文在希腊罗马神话教学实践中使用SPOC混

合式教学模式以求达到以上教学目标。 

【基    金】  大理大学第六期教学改革项

目 地方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研究——以

大理大学为例(编号:专业建设[2017]131号 

【年】  2017 

【期】  09 

 

41/61 

【题    名】  可雇佣性视角下的商务英语

实践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  高艳锋;孙梁;时秀梅;时清; 

【单    位】  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学

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

动站;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中心小学;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摘    要】  研究如何将实践教学模式嵌

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培养中去,提高毕业生

的可雇佣性,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现实

意义。因此,文章基于国内外实践教学模式的

问题与特点,结合可雇佣性培养维度,探讨商

务英语实践教学模态构建思路、实施办法,

提出产学合作教育效果与展望。 

【基    金】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商务英语专业协同创新型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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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商务英语专

业 实 践 教 学 模 式 探 究 与 创 新 ” ( 编

号:2015Y0207);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

目“基于可雇佣性视角的商务英语专业实践

教学模式评估维度与测量方法研究”(编

号:2016XJJS21);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

项目“语言管理理论(LMT)视域下商务英语

学科支撑理论研究”(编号:2016XJJS50) 

【年】  2017 

【期】  18 

 

42/61 

【题    名】  大数据时代下商务英语翻译

及其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汪斐; 

【单    位】  商洛学院; 

【文献来源】  黑河学院学报 

【摘    要】  英语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交流

的主要语言之一,其翻译教学已经广泛被各

界重视,全球化的发展对英语翻译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对英语应

用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商务英语的要

求,所以,现代英语教育应该摒弃原有一些陈

旧的观念,以新的理念和内容充实英语教育,

是现如今英语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比如英

语翻译中的商务英语翻译,已经在英语教育

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具备较高水平商务英语能力的人才成为社

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尤以商务英语翻译最

为突出。英语教育的改革应以商务英语翻译

为主,商务英语翻译将成为国际间持续友好

发展的主推力。 

【基    金】  商洛学院教改项目“大数据

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方法改革探究”

(16JYJX120) 

【年】  2017 

【期】  09 

 

43/61 

【题    名】  1+X微学分制下商务英语微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 

【作    者】  胡琰; 

【单    位】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公

共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针对当前商务英语综合实训

课程内容、形式及实训操作设计上的刻板与

笼统,提出构建 1+X 微学分制下微课程的教

学体系,重组教学内容、重排教学形式、创新

教学设计、创新评价手段,是分层教学法在实

训类课程中的一种新形态,充分体现自主、多

元、个性发展及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基    金】  2016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

科研项目“‘翻译作坊’形态下高职商务翻

译课堂合作学习范式构建”(Y201636418)的

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03 

 

44/61 

【题    名】  浅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务

英语教学改革 

【作    者】  胡骏; 

【单    位】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

院;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摘    要】  作为跨学科的专业,商务英语

教学还存在目标不明确,教学资源欠缺,师资

建设有待完善等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支持下,混合学习

逐渐代替传统的学习方式。这有利于转换师

生角色,改进教学方法,还能更加方便地共享

教学资源,科学管理课堂,培养教师的专业能

力,为商务英语教学带来了改革的契机。 

【基    金】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2014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商务英语专

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

编号:JG2014021,主持人:胡骏)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18 

 

45/61 

【题    名】  应用型商务英语写作人才培

养与地方职场对接策略研究 

【作    者】  刘俊; 

【单    位】  湖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海外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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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务写作的效能和作用日益

重要和显著,因此顺应经济改革大潮,造就高

素质的商务写作人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推动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举措。笔者从本地

区商务写作人才现状出发,以服务本地区的

经济发展为导向,并结合我市目前商务写作

人才的培养模式,从科学清晰的课程设置、持

续可操作性的"理实一体化"教学体系、积极

有效的校企合作以及以"能力为本位、项目

为导向"的"输出"渠道 4 方面,提出了应用型

商务写作人才培养与黄石职场对接的策略,

以期能够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的商务贸易活

动发展。 

【基    金】  2015年度黄石市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以服务黄石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商务

写 作 人 才 培 养 策 略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2015y164);; 

2016 年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输出驱

动”视域下的商务英语写作应用能力培养

(编号:16cx16);; 

2013 湖北理工学院校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双证”和“双能”职业要求引领下的商务

英语开放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编号

2013A09)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8 

 

46/61 

【题    名】  高职商务英语“四双型”教

学团队建设研究 

【作    者】  王胜华; 

【单    位】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

和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建设一支"四双型"

教学团队是做好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和发展

的关键。本文主要探讨商务英语"四双型"教

师的内涵及其基本能力要求,并提出建设"四

双型"教学团队的基本路径。 

【基    金】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江西

高校外国语言教学研究专项课题”(2015

年)(项目编号:15WX211;项目负责人:王胜

华) 

【年】  2017 

【期】  09 

 

47/61 

【题    名】  基于翻转课堂的互动式教学

设计与应用——以商务英语课程为例 

【作    者】  潘小燕; 

【单    位】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信息化教学模式下,翻转课堂

给教学带来了巨大变革。而互动式教学是一

种激发教学双方主动性和探索性,提高教学

目标的一种教学方式。在翻转课堂中实施互

动式教学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本文以商务英语课程为例,从课前自主学习、

课内知识内化、课后知识巩固三方面具体介

绍互动式教学法在翻转课堂的应用,以提高

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9 

 

48/61 

【题    名】  基于实践的商务英语教学策

略研究 

【作    者】  蔡华鑫; 

【单    位】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

贸易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

求与日俱增,学校作为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

培养的重要场所,应该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

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及语言应用能力,以适应

用人市场的需求。商务英语是学校英语教学

的重要分支,其固有特点在于实践性和应用

性。然而目前各院校商务英语教学仍存在重

理论、轻实践的现状,导致与用人单位人才需

求脱节严重,因此,构建以学生为本的创新型

和实践型教学体系势在必行。此外,加强校外

实习基地的建设,并充分凸显工学结合的教

学特色也是提高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的

有效途径。 

【年】  2017 

【期】  03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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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建构——以三明学院商务英

语专业为例 

【作    者】  刘竞秀; 

【单    位】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  实践教学对商务英语专业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践

教学融合英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商务知

识和技能于一体,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

本文以三明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对商务

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具体实施

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

才培养提供参考。 

【基    金】  三明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SUHE1513) 

【年】  2017 

【期】  03 

 

50/61 

【题    名】  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浸入式

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陆维玲;居永梅; 

【单    位】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国际教育

系; 

【文献来源】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摘    要】  来自加拿大的"浸入式"教学

法在外语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很

多学校的英语教学也开始采用"浸入式教学

法"。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口语方面

要求比较高,通过"浸入式"教学法能够更好

地实现商务英语口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对提

高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能力和学习兴

趣都有很大帮助。本文就当前我国商务英语

口语教学中采用"浸入式教学法"存在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基    金】  安徽省教育厅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2015 zjjh 081) 

【年】  2017 

【期】  03 

 

51/61 

【题    名】  试论商务英语翻转课堂教学

设计 

【作    者】  曹煜茹;张若月; 

【单    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 

【文献来源】  陕西教育(高教) 

【摘    要】  本文深入分析了商务英语翻

转课堂设置模式与实施环境,并在此基础上

论述了商务英语课程教学设计与评估。商务

英语翻转课堂课程设置模式主要是以学习

者为主体,督促他们进行自主学习,教师通过

辅助其进行练习和实训,最终对他们进行个

体和团体评估;而课程实施环境以问题解决

性的学习环境为主体,督促学习者进行合作

性实践为主的学习环境。商务英语的翻转课

堂是教学设计的基本范畴,包括设计教学目

标、设计学习主题、设计学习策略、设计教

学内容和学习资源。课程教学评估方面,应以

过程性评估为导向,同时施行多元化的评估

考核方式。 

【基    金】  2016年度陕西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批评语类分析的商

务英语教学研究”(项目编号:SGH16H112) 

【年】  2017 

【期】  09 

 

52/61 

【题    名】  基于“翻转课堂”理论下的

高职高专商务英语口语教学模式设计 

【作    者】  丁磊; 

【单    位】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摘    要】  近年来,"翻转课堂"已成为教

育界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可是"翻转课堂

"理论与商务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结合的实践

成果较少。商务英语口语课是商务英语教学

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翻转课堂"率先应

用于商务英语口语课教学中,并提出相关教

学实践,意在促进"翻转课堂"理论与商务英

语口语教学的融合,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年】  2017 

【期】  09 

 

53/61 

【题    名】  图文关系理论视阈中的商务

英语听力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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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丽平; 

【单    位】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

学部; 

【文献来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摘    要】  商务英语听力课程是商务英

语专业的基础课程,如何提高商务英语课堂

听力训练的效果,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式,一

直是一线老师不懈努力的方向。本文探讨了

在 Barthes 图文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商务英语

听力教学,阐释了图文之间的三种逻辑关系:

锚定关系、说明关系和互相平等的接递关系,

重点运用了图像支持文本的说明关系,使听

力文本更加直观并且视觉化,以实现听力材

料独立的意义传达,在语义上实现听力内容

的再现和巩固。 

【基    金】  2017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认同感与学习动

机相关性研究(SK2017B015);; 

安徽省教育厅示范试验实训中心项目:校企

合作模式下商务英语专业综合实习实训中

心(2013SXZX054) 

【年】  2017 

【期】  09 

 

54/61 

【题    名】  新国标下商务英语精读内容

与语言融合型教学模式的建构——从“语言

中心化”到“内容与语言双聚焦” 

【作    者】  伍彩芬; 

【单    位】  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摘    要】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商务英语专业具有国

际商务和英语语言交叉融合的复合型特征。

基于新国标,以内容为驱动、语言为载体,在

商务英语精读课程中构建内容与语言融合

的"双聚焦"教学模式,可以凸显专业知识与

语言技能之间的关联,有效内化专业知识,提

高有学科语境依托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

生从"学习语言"向"用语言学习"转变,实现

商务英语教学从"语言中心化"向"内容与语

言双聚焦"完善。 

【基    金】  广州商学院 2016 年度科研

项目“新国标下商务英语专业姓‘商’姓‘英’

之争——基于内容与语言融合型的形意‘双

聚焦’模式探索”(XJYBXM012) 

【年】  2017 

【期】  05 

 

55/61 

【题    名】  基于 POCIB 技能大赛的高

职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改革新框架 

【作    者】  成焱霞; 

【单    位】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摘    要】  本文从重理论而轻实践、教

学实践体系不完善、校内外实训缺乏全面整

合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商务英语教学的弊

端。探讨了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既是实现校企双贏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

需要,更是教学改革的需要。从实践教学体系

的构建、校企联合共管模式,师资队伍建设、

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几个方面,描述了基于

POCIB 的高职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改革新框

架。 

【基    金】  2016年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校

级课题“基于 POCIB 技能大赛的高职商务

英 语 实 践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 ( 课 题 编

号:2016B010)的研究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03 

 

56/61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商务英

语课程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作    者】  葛琼; 

【单    位】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国际

商务系; 

【文献来源】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为改进商务英语课程课堂教

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文章从商务英语课程

的特点出发,分析讨论传统商务英语课程教

学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电子问卷调查

分析,探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化教学模式

的必要性,提出利用"互联网+"改进课堂教学。 

【基    金】  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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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gxyqZD2016424)阶段性成果;; 

商务英语省级特色专业(2014tszy071)阶段

性成果 

【年】  2017 

【期】  03 

 

57/61 

【题    名】  国外商务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研究述评 

【作    者】  王丽;范劲松; 

【单    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

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文献来源】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商务英语教

学和测试的迅速发展,建立统一商务英语能

力等级量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显现。本

文回顾了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五项商务英

语能力量表,简要介绍了它们的开发目的、描

述语特点以及量表开发方式和效度验证研

究,并对各量表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反思,以

期能够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商务英语能

力等级量表有所启发。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标准化语言测试的标准制订与效度研究”

(13CYY03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大

学生商务英语写作能力等级量表评价体系

构建研究”(15YJC740084) 

【年】  2017 

【期】  05 

 

58/61 

【题    名】  北京市高校商务英语专业课

程设置调查与研究 

【作    者】  丁悦;魏娟;颜贤斌; 

【单    位】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本文在《商务英语专业本科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新国标》)的基

础上,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走访调研,针

对北京市高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问题

进行了相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北京高校商

务英语专业在商务知识和英语技能课程的

设置与分配,实践类课程的比重,以及商务英

语专业教师的配备等问题方面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笔者也因此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

议。 

【基    金】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大学

生科研训练计划“北京市高校商务英语专业

课 程 设 置 调 查 与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X201610022120)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37 

 

59/61 

【题    名】  基于职业导向的高职商务英

语专业教学改革探讨 

【作    者】  余雅; 

【单    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 

【文献来源】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摘    要】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

较高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人才,职业能力

是高职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基于职业导向进

行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需科

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培

养学生的自主创业能力,建立企业人才需求

平台,同时积极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作用,从

而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与变化,有效

地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年】  2017 

【期】  09 

 

60/61 

【题    名】  体验式模型在商务英语中的

应用 

【作    者】  钟真; 

【单    位】  湖南城市学院; 

【文献来源】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摘    要】  作为专门用途英语的一种,

商务英语强调的是在教学中遵循任务教学

和交际教学的原则。而体验式模型正是为了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两者在理

念上和目的上是高度统一的。本文探讨如何

在商务英语类课程中运用体验式教学模式,

从而迎合了商务实践中对于语言实践能力

和商务处理应变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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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湖南城市学院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基于体验式模型的商务英语实践”(编

号:jk15b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09 

 

61/61 

【题    名】  商务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流

的紧密关系——评《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

(第五辑)》 

【作    者】  李希; 

【单    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发展研究 

【摘    要】  <正>商务英语是一种以适应

职场生活的语言要求为目的特定教程,教学

内容涉及到商务活动的诸多方面。《商务英

语教学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对我国商务英语

理论教学与跨文化交际之间关系研究,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作用。该书以商务管理和

经贸等专业本科学生需求为参照,系统介绍

了商务理论知识。作者通过商务英语精读与

泛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我国高校大

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同时还兼顾到英语写

作和口语等能力的培养。该书具有选材广泛、

语言地道、时代性强、练习形式多样化等特

征,大学生通过口头报告、 

【年】  2017 

【期】  17 

 

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33 

【题    名】  “一带一路”战略下应用型

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  王伟鑫;葛显龙;许劲; 

【单    位】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对应用

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复合型、复语型、国际

化"需求,结合物流管理学科的特点,设计应

用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体系并构建优化

模型;建立以操作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企业+

高校"联动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以质量管理

技术为指导的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确保专业建设过程中能进行持续改进,

建立具有应用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

色的教学体系。 

【基    金】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

目(编号:2016BS080);; 

重 庆 市 教 委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项 目 ( 编

号:KJ1500702);;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编

号:15XJC630007);; 

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2017M612951)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24 

 

2/33 

【题    名】  《物流供应链管理与编码技

术》课程教学改革应用研究 

【作    者】  曹杉杉;段莉莉;黄琳; 

【单    位】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计算

机科学系;湖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文献来源】  福建电脑 

【摘    要】  该文针对物联网工程专业的

《物流供应链管理与编码技术》课程教学模

式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采取传统教学

模式结合任务驱动式案例教学法对该课程

实施教学活动,同时利用微信、慕课等互联网

APP作为师生课后交流平台。实践表明这种

变革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深受学生

喜爱。 

【年】  2017 

【期】  11 

 

3/33 

【题    名】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物

流管理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作    者】  张峰;张学龙; 

【单    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文献来源】  交通企业管理 

【摘    要】  <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是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

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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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截至 2016年 5月 30日,全国共有 2 595

所普通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 266所),这些学

校不但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着独

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本科院校

2016届毕业 

【基    金】  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改革

工程项目(2015JGB232) 

【年】  2017 

【期】  06 

 

4/33 

【题    名】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学

改革和建设探索 

【作    者】  许超; 

【单    位】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如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

用,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购买所需商品,进而

促进了物流行业的兴起与发展。随之各院校

物流管理专业也得到了重视,注重人才的培

养和挖掘。而怎样进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

革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对此,笔者根据实践

研究,以高职院校为例对其专业教学改革进

行简要分析。 

【年】  2017 

【期】  32 

 

5/33 

【题    名】  基于专业群的物流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张骏;郑琰; 

【单    位】  南京林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流工程

专业得到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学生缺

乏企业所需的实践经验,导致该专业就业情

况未如预期般乐观。在此背景下,对于高校实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物流工程实践教学体系

现状,从中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

出新的物流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年】  2017 

【期】  22 

 

6/33 

【题    名】  探究物流技能大赛下的仓储

管理课程改革 

【作    者】  张璠; 

【单    位】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物

流管理系; 

【文献来源】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

系日趋完善,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跨越式发展,

给仓储物流产业带来了发展契机。高校仓储

物流管理专业作为培育专业人才的重要载

体和平台,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通过物流技能大赛推动仓储管理课程改

革,是现代仓储管理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本

文立足仓储管理课程教学实践,探寻通过物

流技能大赛推动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基    金】  2016年度辽宁省交通高等专

科学校校级教研课题(2016JY11);; 

2017沈阳市社科联(SYSK2017-17-08) 

【年】  2017 

【期】  11 

 

7/33 

【题    名】  国际 EPC 工程项目物流成

本的分析决策研究 

【作    者】  徐之恒; 

【单    位】  青岛中远物流国际多式联运

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物流成本是国际 EPC 项目

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首先阐述了对

国际 EPC 项目物流成本进行分析的必要性,

然后对国际 EPC 项目物流成本的内容要素

及影响成本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归纳阐述,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项目物流成本运用灰色

度法进行定量分析的模型,并提出了对物流

成本的分析需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

性分析来进行分析决策的建议。文中的研究

旨在提高对国际 EPC 项目物流成本分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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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稳健度,进而提升 EPC 总包方及物流服

务商的核心竞争力。 

【年】  2017 

【期】  11 

 

8/33 

【题    名】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数字化教

学资源库的建设研究 

【作    者】  刘婷; 

【单    位】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流

与交通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文中从建设背景、建设意义、

建设内容及建设策略四个方面对物流管理

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为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数字化教

学资源库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年】  2017 

【期】  11 

 

9/33 

【题    名】  基于能力培养的高职物流管

理专业实践课程体系设置 

【作    者】  郭凯明; 

【单    位】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文中通过讨论物流管理专业

学生就业目标岗位和创新创业能力,结合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分析,探讨物流管理专业

的培养目标和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进一步

确定实训项目的设置,确保课程设置能够满

足培养物流专业不同学生不同层次能力的

需要。 

【年】  2017 

【期】  11 

 

10/33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人

才培养体系研究 

【作    者】  赵园园; 

【单    位】  山东英才学院商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如何培养满足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生

是当前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

心内容。文中首先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对物流

管理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剖析物流行业岗位

群核心能力的要求,构建与应用型物流管理

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提

出了其实施的保障措施。 

【年】  2017 

【期】  11 

 

11/33 

【题    名】  综合性大学物流管理专业教

学模式探索 

【作    者】  张光明; 

【单    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综合性大学的物流管理专业

依托浓郁的校园文化、多学科的支撑、综合

素质好的学生,有其特有的优势,同时,由于物

流管理专业的应用性特点,专业定位特色难

显,教学模式与专业定位匹配不够,难以平衡

社会对物流人才的现实和未来需求。学校和

学院需要进一步顶层设计,提出比较清晰的

专业定位及与之匹配的培养体系。教师要配

合专业定位与培养体系,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组合,不断探索创新专业课的教学模式与方

法。 

【年】  2017 

【期】  11 

 

12/33 

【题    名】  案例教学在物流课程实战化

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雷飞;郭进超;蒋福;黄明秀; 

【单    位】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东莞市

科学技术博物馆; 

【文献来源】  商场现代化 

【摘    要】  随着精益生产中的“一个流”

管理、工业工程管理技术日臻成熟,独立院校

工商管理和物流管理有部份学生毕业后不

愿意从事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给生产物流管

理教学带来较大的冲击,学生对生产物流重

要性的理解和运用难度越来越大。为了探索

案例教学在独立院校生产物流课程实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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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我们做了在生产物流课程开展了案

例教学法的应用实践探索,以调动独立院校

专业学生学习生产物流课程的积极性、自主

学习动力、学习探索能力,达到独立院校培养

实战能力高素质人才的要求。 

【年】  2017 

【期】  21 

 

13/33 

【题    名】  “一带一路”背景下开放大

学新型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    者】  陈曼 

【单    位】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摘    要】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念的深入推进，

河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物流中心，

同时物流人才也成为决定物流行业发展的

至关重要因素。我省现行的培训体系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高校培养出的人才缺乏实践能

力，社会和企业自身的培训不能使员工获得

系统化的物流知识体系，进而无法培养出社

会真正需要的新型物流人才。开放大学在现

代远程教育试点项目以后已经开始探索适

合网络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制定了相关的培养目标、培养

要求、培养课程，也建立了核心课程资源，

对各个教学环节提出了要求来保证物流管

理专业教学的政策开展;但是，开放大学对

远程开放教育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具

体含义尚未进一步明确。本文通过分析物流

人才现状、企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开放大

学物流人才培养现状，从明确培养目标、规

划培养过程、确立培养制度、多种途径综合

评价四个方面进一步构建开放大学新型物

流人才培养模式。 

【年】  2017 

【期】  04 

 

14/33 

【题    名】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课程体系构建研究——南通职业大学“林

森”物流管理学徒班课程体系构想与实践 

【作    者】  朱天高;柳艳娇; 

【单    位】  南通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摘    要】  南通职业大学物流管理专业

与林森物流集团共建现代学徒制“林森班”。

实践中提出了物流管理专业“三岗三能三证”

“333”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从“能力、

岗位、证书”三个维度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立

体架构与时间对接:立足“三岗”剖析,进行

知识解构与行动领域归纳;围绕“三能”,转

换学习领域,确立“学校课程+行业课程+企

业课程”的总结构与课程模块;突出“三证”,

最终架构起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立体

交互式”课程体系。 

【年】  2017 

【期】  03 

 

15/33 

【题    名】  认知心理学范式演进视阈下

物流管理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仇立; 

【单    位】  天津大学; 

【文献来源】  物流科技 

【摘    要】  以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及

多元智能理论为依托,基于 200 份实验统计

数据实证检验具身认知范式对高等院校物

流管理课程教学绩效影响机理。研究表明:

科学运用具身认知范式可有效提升教学、实

践及科研绩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员逻

辑思辨能力与创新意识。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

编号:71072155;71472134 

【年】  2017 

【期】  11 

 

16/33 

【题    名】  校企合作建设物流管理专业

教学资源库探析 

【作    者】  周倩; 

【单    位】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科技 

【摘    要】  为了加快物流管理专业教学

资源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提升高职物流的教

育教学质量,校企合作建设物流管理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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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库是卓有成效的方法。针对校企合作

建设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实践,探析

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建

设思路。 

【基    金】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项目,项目编号:GH-13153 

【年】  2017 

【期】  11 

 

17/33 

【题    名】  智慧物流实训基地建设的实

践与探讨 

【作    者】  李朝敏; 

【单    位】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与旅

游分院; 

【文献来源】  物流科技 

【摘    要】  文章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探讨智慧物流实训基地建设相关问题。嘉

职院根据国家物流发展战略部署、物流业发

展趋势、区域物流经济发展及高质量人才培

养的需要,利用 VR/AR、大数据等技术规划

建设智慧物流实训基地。基地包括物流

VR/AR 虚拟仿真区、物流大数据虚拟仿真

区、物流系统规划与仿真区、供应链运营虚

拟仿真区、数字化学习区和顺丰物流服务中

心。该基地为培养物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

新、拓展了科研和社会服务领域。 

【基    金】  浙江省“十三五”高等职业

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编

号:201703 

【年】  2017 

【期】  11 

 

18/33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悉

尼协议》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建设构想 

【作    者】  李超锋; 

【单    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摘    要】  参照《悉尼协议》开展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建设和国际认证具有可行性

和必要性。在“互联网+”背景下,按照《悉

尼协议》国际范式专业建设框架,提出在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教学组织、学习评价等方

面的人才培养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产学融

合、对接需求、量化目标、成果导向、强化

师资等专业建设构想。 

【基    金】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

题项目“高职教育实习实训质量校企协同提

升的路径与实践研究”(201503Y22) 

【年】  2017 

【期】  05 

 

19/33 

【题    名】  大数据时代物流专业人才发

展调查 

【作    者】  张洁;赵静; 

【单    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

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受到了冲击,为了

顺应时代的发展,改革物流专业人才的发展

方向势在必行。文章围绕大数据时代下的特

点对物流专业人才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查研

究,对目前物流专业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从而对物流专业人才发展方向提

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广大物流专业的

老师以及学生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31 

 

20/33 

【题    名】  福建自贸区发展背景下的物

流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为例 

【作    者】  李娜; 

【单    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物流管理专业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分析存在的主

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为例,结合福建自贸区发展对创新型物流人

才的需求,提出物流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对策。 

【年】  2017 

【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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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题    名】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英国现代

学徒制试点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和政策建

议 

【作    者】  李东航; 

【单    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

专业英国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组;柳州市职

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在物流管

理专业开展了英国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践

探索,取得了科学地选择合作伙伴是项目实

施的基本前提、培养高水平的评估师队伍是

项目实施的关键、教学过程标准化是项目实

施的重点、机制建设和质量监控是项目实施

的保障等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全

法律法规、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合作机制、

加强宣传引导等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的政

策建议。 

【基    金】  2015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立项项目“基于区域产业需求的高职院校

国 际 合 作 育 人 教 改 实 践 ”

(GXGZJG2015A028);; 

柳州市职业教育国际化试点项目“基于英国

现代学徒制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试点” 

【年】  2017 

【期】  05 

 

22/33 

【题    名】  基于英国现代学徒制的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三位一体”质量监控体系建

设研究 

【作    者】  武皓; 

【单    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针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英国现代学徒制在

物流管理专业中的实践,分别从质量监控理

念、监控体系及机构、监控手段及措施等方

面对高职院校质量监控体系进行探索,提出

了"三位一体"的质量监控体系。 

【基    金】  2015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立项项目“基于区域产业需求的高职院校

国 际 合 作 育 人 教 改 实 践 ”

(GXGZJG2015A028);; 

柳州市职业教育国际化试点项目“基于英国

现代学徒制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试点” 

【年】  2017 

【期】  05 

 

23/33 

【题    名】  基于英国现代学徒制的高职

“2+1”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与探

究 

【作    者】  磨虹任; 

【单    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引入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物流

三级标准 ,构建出英国现代学徒制下高职

"2+1"物流人才培养模式并进行实践。组建

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构成的具有"五大

能力"的教学团队,设计出基于英国物流职业

标准的"测评"模式下的教学单元和内容,采

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个性化的形成性

考核方式,建立起"共同设计、共同培养、共

同监控、共同成长"的校企合作机制,深化了

校企合作内涵,提高了物流人才培养质量。 

【基    金】  2015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立项项目“基于区域产业需求的高职院校

国 际 合 作 育 人 教 改 实 践 ”

(GXGZJG2015A028);; 

柳州市职业教育国际化试点项目“基于英国

现代学徒制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试点” 

【年】  2017 

【期】  05 

 

24/33 

【题    名】  基于英国现代学徒制的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与研究 

【作    者】  缪亮; 

【单    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通过对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研

究以及对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的总结,探讨

现代高职教学模式改革的理念与实践。建议

借鉴英国现代学徒制的学徒培养机制,建立

企业主导型的学徒培养机制,深化校企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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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逐步推广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制订基

于过程与能力的教学评价标准,培养符合职

业(岗位)的实际需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基    金】  2015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立项项目“基于区域产业需求的高职院校

国 际 合 作 育 人 教 改 实 践 ”

(GXGZJG2015A028);; 

柳州市职业教育国际化试点项目“基于英国

现代学徒制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试点” 

【年】  2017 

【期】  05 

 

25/33 

【题    名】  学生本位的运营管理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 

【作    者】  郑宁;孟林丽; 

【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管理信息化 

【摘    要】  目前,中国本科教育改革的总

体趋势是实现"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转变,学生本位是高校教

学改革的重要指南。基于对学生的访谈和调

查,运营管理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

素质为出发点,以虚拟企业经营实践任务为

驱动力,从挖掘课程内涵、创新教学思路、调

整教学手段三个方面开展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以创新物流人才培养来深化专业建

设改革。 

【年】  2017 

【期】  21 

 

26/33 

【题    名】  “课证融合”行动导向下仓

储与配送管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作    者】  刘红梅; 

【单    位】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课证融合"行动导向课程背

景下的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改革以及实践

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强化

学生对仓储与配送管理知识的理解,提升实

践操作能力,因此本文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探

究分析。 

【年】  2017 

【期】  31 

 

27/33 

【题    名】  基于 Fiexsim的设施规划与

物流分析课程实践教学的设计与实现 

【作    者】  郭亚飞; 

【单    位】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在高校的教学研究之中,设施

规划与物流分析作为一门新型课程,迅速在

各大高校兴起,形成潮流,这与其在社会上的

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

这门课程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高度的

实践性与操作性 ,在课堂的实践教学

中,Flexsim等仿真软件的融入有效解决了这

一问题,对课程实验和具体案例分析方面都

有显著效果。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实践教学

将理论知识同实践相结合,既丰富了教学手

段又增强了教学效果,使学生在实践创新能

力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对于企业的发展与社

会进步意义重大。 

【年】  2017 

【期】  31 

 

28/33 

【题    名】  高职铁路物流管理专业实训

条件建设的探讨与实践 

【作    者】  何海军; 

【单    位】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营

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储运 

【摘    要】  随着铁路货运改革的推进,

铁路物流管理专业也随之诞生,建设相应的

教学实训条件也提上了日程。通过近两年的

探索与筹备、实施,我校建立起了基本满足铁

路物流专业实训要求的实训条件,本文对我

校如何进行其实训条件的建设做了较详细

的介绍与总结。 

【年】  2017 

【期】  11 

 

29/33 

【题    名】  推进“双一流”建设中的课

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物流系统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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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作    者】  刘刚; 

【单    位】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高等教育 

【摘    要】  课程群构建是推进"双一流"

建设、塑造新的专业建设内涵和专业培养特

色的重要支撑。本文以理工类高校物流管理

专业中物流系统课程为例,利用多产品加工

工艺流程的方法,针对物流系统课程群所包

括的多门课程,构建了一个课程协调、内容贯

通、方法多元的教学内容体系,以规范物流系

统课程群教学,提升新时期专业人才培养的

水平和质量。 

【基    金】  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本科重

点课程建设项目 

【年】  2017 

【期】  05 

 

30/33 

【题    名】  论多媒体技术在大学教学中

的重要性——以物流专业为例 

【作    者】  张英英; 

【单    位】  商丘学院; 

【文献来源】  山西农经 

【摘    要】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教学方

式已经不能满足大学教学的需要。物流专业

的特点以及大学生的学习特点,都要求使用

多媒体技术进行授课。 

【年】  2017 

【期】  20 

 

31/33 

【题    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物流学》

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作    者】  赵洁琼; 

【单    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国际经济

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市场 

【摘    要】  本文从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国

际经济学院的实际出发,分析了《物流学》课

程的教学现状,提出了《物流学》课程教学改

革应遵循的原则,并针对实际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不断提高

我院《物流学》课程的教学水平。 

【年】  2017 

【期】  09 

 

32/33 

【题    名】  浅谈 EPC中的采购管理 

【作    者】  冯利平;李凯; 

【单    位】  中石化集团江苏油建工程有

限公司; 

【文献来源】  石化技术 

【摘    要】  随着近几年我国石油、石化

企业在海外项目投资和建设,其项目执行面

临着更多的挑战,对采购管理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海外项目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工程

管理难度大,尤其是设备及材料的采购物流

管理直接影响项目的进度、成本和质量。现

阶段中国海外工程项目 EPC 管理,材料计划

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采购计划管理不完善、

采购过程界面管理不严密,针对这些问题,建

议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分析,改进当前项目采

购管理机制. 

【年】  2017 

【期】  10 

 

33/33 

【题    名】  基于物流专业的会计基础实

训课程体系的探索 

【作    者】  王京晶; 

【单    位】  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现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物

流管理专业需要培养具有高层次多方面知

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对物流专业开设会计

基础实训课程作为物流专业与会计专业相

融合的教学拓展试验。因为物流专业与会计

专业在培养目标、知识体系、专业特色上存

在差异,所以如果仅仅使用会计专业课程的

教学体系和知识架构,对物流专业适用性并

不多,若对物流专业所要学习的基础会计知

识进行整合,将为物流专业培养具有严谨的

思维、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具有成本意识的人

才。 

【年】  2017 

【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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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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题    名】  关于现代学徒制下河北省职

业院校医药电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 

【作    者】  王子建;王翠敏;孟高飞; 

【单    位】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通过对医药电商专业主要就

业工作岗位、职业能力要求进行分析,对医药

电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基本素质、大学生素

质拓展、创新创业、职业能力四类课程的构

建,并对主要课程进行了教学进度安排,得出

现代学徒制下医药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

的特色。 

【年】  2017 

【期】  36 

 

2/45 

【题    名】  学习成果导向在跨境电商专

业核心能力培养中的应用 

【作    者】  刘祎; 

【单    位】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 

【摘    要】  在中国整体进出口增长趋势

放缓的环境下,跨境电子商务规模却持续保

持增长趋势,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为

了适应该行业的迅猛发展,培养出与社会企

业接轨的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基于学习成果

导向教育理念,结合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跨境电商专业介绍学习成果导向在专业核

心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着重分析人才培养目

标、核心能力指标点与课程体系的搭建。学

习成果导向作为世界教育的主流理念,正逐

渐被我国教育界所认可。 

【年】  2017 

【期】  36 

 

3/45 

【题    名】  电子商务专业职业教育产教

结合培训基地建设研究 

【作    者】  王忠元;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随着

行业的发展迅速,导致不同院校专业发展参

差不齐,大部分高职院校培养的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对电子商务专业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其中关键原

因是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建设不

能满足专业建设和教学的需要,导致学生在

校期间不能训练电子商务岗位所需要的专

业基础技能和岗位技能。在这种背景下,本项

目从电子商务专业调研和专业人才培养制

定、课程体系构建入手,探索了从专业建设角

度系统化构建电子商务实训基地的思路和

方法,包括产教结合的电子商务专业建设、校

企融合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建设、双师型教

学团队建设和开放式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

设等方面。为电子商务专业产教结合实训基

地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基    金】  2014年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重点科研项目“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产教

结合培训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编

号:2014YJ916)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24 

 

4/45 

【题    名】  关于电子商务 B2C 实验系

统的设计 

【作    者】  丁妍妍; 

【单    位】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 

【文献来源】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电子商务人

才需求越来越大。B2C网上购物是当前流行

的一种购物方式,在电子商务教学中 B2C 环

节流程复杂,实验系统能够为学生提供实验

资源与学习条件,使理论教学和实践相结合,

对学习者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了解 B2C

实验系统应用的基础上,对实验系统进行详

细分析,才能设计出符合教学需要的的实验

系统。 

【年】  2017 

【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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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题    名】  高职院校网络营销课程教学

改革探析 

【作    者】  季竹青; 

【单    位】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

断加快,电子商务在市场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便捷性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网络营销属于

电子商务的核心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均有开

设,但是当前教学存在一定的弊端,从而导致

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文章简要阐述了高

职院校网络营销课程教学需要改革的具体

内容,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以期获得最优

质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12 

 

6/45 

【题    名】  跨境电商背景下国际贸易本

科课堂学习模式改革探讨 

【作    者】  喻瑜; 

【单    位】  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和

人才需求量的扩大,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

学面临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针对转型中的高

等院校,培养高素质综合性的人才是转型的

要点。本文通过对比传统国际贸易与跨境电

子商务的区别,从课程体系、实践实训教学、

考核方式等方面探讨跨境电商背景下的国

际贸易专业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 

【基    金】  湖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研究

项目《跨境电子商务背景下国际贸易实践教

学的改革与创新》,项目编号:2015-XB-014 

【年】  2017 

【期】  34 

 

7/45 

【题    名】  湖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

SWOT分析与对策 

【作    者】  郑彤彤; 

【单    位】  武汉东湖学院管理学院;农

业电子商务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文献来源】  湖北社会科学 

【摘    要】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农业电

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农业电子商务集成了多

个行业,产业链逐步趋于完善,已初步形成了

包含平台电商、农资电商、农产品电商以及

网络品牌商等四种市场类型,和 B2B、B2C、

O2O 等模式在内的多层次电子商务市场体

系和产业生态。湖北省做大做强农业电子商

务的途径在于:(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强化政府参与;(二)加强农业电商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农村电商环境;(三)完善法律法

规和标准化体系,规范市场运行;(四)培育特

色农产品,提高品牌竞争力;(五)制定农村人

才引进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六)创新

农业电子商务模式,促进产业升级。 

【年】  2017 

【期】  10 

 

8/45 

【题    名】  对接产业需求的高职电子商

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方式研究 

【作    者】  肖丽辉; 

【单    位】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2016年天猫"双十一"交易额超过 1 207

亿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引擎,

国家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出了互联

网+的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对电子商务人才

的需求呈现井喷状态,这对我国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本文对高职院

校电子商务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

以及教学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

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电子商务

人才。 

【年】  2017 

【期】  23 

 

9/45 

【题    名】  浅析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以湖南省祁东县为例 

【作    者】  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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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衡阳市农业委员会;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摘    要】  自 2009 年以来我国农村电

子商务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一二三

产业融合。祁东县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打造电子商务

体系。经过几年发展,电商产业已成为祁东县

的支柱产业。本文分析了祁东县农村电子商

务现状,发现存在着人才、品牌、资金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对策。 

【年】  2017 

【期】  33 

 

10/45 

【题    名】  基于灰色模糊的城市地下物

流系统建设适应性评价 

【作    者】  何煦;周爱莲; 

【单    位】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公路与汽运 

【摘    要】  对城市地下物流系统建设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筛选出经济、社会、环境、

工程地质四层面指标,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

构建了城市地下物流系统建设适应性评价

体系;利用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城市

地下物流系统建设适应性评价模型,通过算

例验证了该评价模型在项目建设中的可行

性,为管理者进行城市地下物流项目决策提

供借鉴。 

【年】  2017 

【期】  06 

 

11/45 

【题    名】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

专业的教学改革 

【作    者】  李彬;周志胜; 

【单    位】  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现代交际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在生活中的普及,

移动电子商务成为更多人选择的商务方式。

本文探讨移动电子商务的兴起,发现移动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人才培养方式

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日益

发展的需求。 

【年】  2017 

【期】  22 

 

12/45 

【题    名】  跨境电商平台模块预置与成

效后测的统计评价 

【作    者】  曾望; 

【单    位】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

院; 

【文献来源】  统计与决策 

【摘    要】  跨境电商平台正向一个闭环

的、全链路、功能齐全的生态平台发展,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文章以阿里速卖

通和亚马逊为例,将平台管理、信息传递、资

金管理、物流服务、客户服务 5大模块置入

平台,构建跨境电商平台成效后测指标体系,

运用 EDA 模型进行测试,推动建立“统一、

平衡、互惠”的跨境电商规则体系。 

【基    金】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

究项目(长发改高技/452016】596号) 

【年】  2017 

【期】  22 

 

13/45 

【题    名】  微课在高职电子商务专业

“网店运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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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针对高职电子商务专业

"网店运营"课程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微课的可行性,并对"

网店运营"课程的微课进行设计与制作,最后

以课程中"产品市场调研"为例进行微课设

计与应用的实践。 

【基    金】  2016年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教研教改项目;项目名称:“网店运营”

微课;项目编号:JYJGXM2016038 

【年】  2017 

【期】  22 

 

15/45 

【题    名】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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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课程建设研究 

【作    者】  张全贤; 

【单    位】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文献来源】  福建电脑 

【摘    要】  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造

成了电商运营相关人才的巨大缺口,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高校重理论轻

实践的教学模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

紧密联系相关岗位的技能要求进行教学改

革。《电商运营》作为电子商务专业具有综

合性的一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就业情况。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当前

《电商运营》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主要针

对课程的课时结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

及成绩考核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

决方案。 

【基    金】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一般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6JK24) 

【年】  2017 

【期】  11 

 

16/45 

【题    名】  基于“互联网+”教育理念

的《电子商务概论》课程解构与重塑研究 

【作    者】  苏艳玲;于含;赵宝柱; 

【单    位】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教育在高校

的兴起,《电子商务概论》课程在"互联网+"

教育理念指导下,从课程体系重构、实施翻转

课堂教学、采用互动教学方法推进日校教学

培训化、建成响应式学习站点四方面进行了

大胆的改革与实践,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基    金】  2017年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与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YB2016020);2017 年石家庄邮电

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改革方案研究

与实践》项目(编号:YB2016030) 

【年】  2017 

【期】  47 

 

17/45 

【题    名】  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下贸易类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思考 

【作    者】  刘学峰; 

【单    位】  安阳师范学院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营销(下旬刊) 

【摘    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

背景前提下,跨境电子商务是各所高校贸易

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但跨

境电商实践教学改革无法与实际需求相对

接。本文从分析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及要求

入手,提出贸易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

式建议,以满足业务形态多样的跨境电商人

才需求。 

【年】  2017 

【期】  10 

 

18/45 

【题    名】  电子商务模式对职业教育数

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借鉴思考 

【作    者】  王新强;盛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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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数字资源

应用推广缺乏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问题,本文基于电子商务模式,对职业教育数

字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特征以及运作机制

进行整体性研究,探寻数字资源电子商务的

运营模式,并对建设过程中的创新及突破提

出建议,以期职业教育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形成良性的生态系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年】  2017 

【期】  33 

 

19/45 

【题    名】  山东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培

训的实践与探索——以山东畜牧兽医职业

学院为例 

【作    者】  孙春庆;申颖;李鹏;张春光;

董浩;万强; 

【单    位】  山东省临沂市畜牧局;山东

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

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部

兽医局; 

【文献来源】  黑龙江畜牧兽医 

【摘    要】  <正>近年来,电子商务成为

我国国民经济的新推动力。随着互联网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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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动人口的带动,农业农村领域正成为电

子商务抢占的新大陆。在人们普遍关注食品

质量安全、生活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农产品电

子商务以其供需对接快速便捷、质量可追溯、

不受营业场所和时间限制等特点,极大地冲

击了传统农产品的流通方式,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介入,正在重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

2009年,全国电子商务网站已超过 20 000家,

其中涉农网站超过 6 000家,部分农产品 

【年】  2017 

【期】  22 

 

20/45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我

国信息化建设的网络营销人才信息主体生

命周期模型研究 

【作    者】  王悦;王知强;颜志博; 

【单    位】  黑龙江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基于

我国信息化建设,针对网络营销人才生命周

期的变化进行系统化分析,构建高职应用型

网络营销人才的生命周期模型。针对模型不

同阶段特点分析,以提升信息主体的能力与

素质为核心,构建以成果导向教学理论为导

向的应用型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方案,应用在

实践教学中效果显著,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就

业能力。 

【基    金】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信息化建设的网络

营销人才信息主体素质模型研究与实践(项

目编号:ZJB1215044) 

【年】  2017 

【期】  32 

 

21/45 

【题    名】  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综合实

践平台建设 

【作    者】  邹倩颖;罗岚; 

【单    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云计

算科学与技术系;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综合实

践平台的构建是在响应国家提出的"互联网

+"计划后,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以

电商企业需求为核心而提出的。在分析了电

商企业目前对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人才的

缺乏,以及当前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

的现状与问题后,提出了电子商务大数据分

析综合实践平台的建设思路和方案,着重介

绍了该平台的构成核心技术及相应数据分

析流程模块,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对

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基    金】  四川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

(172A0819);;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院级教改项目

(17JG0227) 

【年】  2017 

【期】  11 

 

22/45 

【题    名】  连城县田头村农村淘宝发展

现状及对策 

【作    者】  林洁;余梦珊;吴金园;余忠; 

【单    位】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合作经济与科技 

【摘    要】  自 2014年以来,阿里巴巴集

团开始将"农村淘宝"战略项目建立于多个

县级服务中心,在全国的覆盖率越来越高,呈

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农村淘宝"项目

在经营过程中也逐渐地显现出一些不足。本

文针对连城县"农村淘宝"服务站后期管理

情况、物流基础建设、人才缺失等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基    金】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项目编号:201610389034)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22 

 

23/45 

【题    名】  高职院校电子商务实训室的

建设研究 

【作    者】  汤敏; 

【单    位】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99

【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企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

各高职院校相继成立了电子商务专业,电子

商务实训室作为培训电子商务专业人员的

场所显得越发重要,各高校对电子商务实训

室的建设标准与要求也越来越高。文章通过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仿真模拟企业实际环境,

建设完成了本校电子商务实训室。 

【年】  2017 

【期】  22 

 

24/45 

【题    名】  微课在高职电子商务专业

“网店运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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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针对高职电子商务专业

“网店运营”课程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微课的可行性,并对

“网店运营”课程的微课进行设计与制作,

最后以课程中“产品市场调研”为例进行微

课设计与应用的实践。 

【年】  2017 

【期】  22 

 

25/45 

【题    名】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法的电子

商务教学研究 

【作    者】  张郁萍; 

【单    位】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电子商务教学的容量呈现增

大趋势,电子商务在各个行业的应用特点差

异也日趋增大,这就要求电子商务的学生具

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行动导

向教学法可以激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本文分析了行动

导向教学法在电子商务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探讨了相关的教学策略。该教学研究有利于

提升电子商务教学质量,有利于为社会培养

出掌握电子商务操作能力的专业性人才。 

【年】  2017 

【期】  22 

 

26/45 

【题    名】  云教材在高职电子商务专业

的应用 

【作    者】  俞国红; 

【单    位】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本文主要内容以云教材在高

职中的具体应用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课程建

设、课程资源建设、终端 APP 等方面,探讨

了依托云教材进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的改革,最后展望了云教材在高职应用的前

景。 

【基    金】  2015年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

课题《高职移动交互式数字教材的开发与应

用 研 究 》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课 题 编

号:2015-R-26864) 

【年】  2017 

【期】  11 

 

27/45 

【题    名】  翻转课堂模式在移动商务课

程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作    者】  李立威;王晓红; 

【单    位】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信息

管理与电子商务系;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的主动

性,促进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互动,北京联合大

学《移动商务理论与实务》课程逐步开始在

教学中探索翻转课堂模式。学生课前通过相

关学习资源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后,对于理论

性和综合性内容要求学生完成案例任务,对

于应用性比较强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完成

实践任务,提出问题,课堂进行汇报、展示、

讨论、答疑,形成了翻转课堂模式驱动下,案

例教学、项目驱动教学等多种方式融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 

【基    金】  北京联合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翻转课堂模式在《移动商务理论与实

务》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JJ2016Y021)

研究成果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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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1 

 

28/45 

【题    名】  体验式教学在电子商务实践

课程中应用研究 

【作    者】  宇文姝丽; 

【单    位】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造成校企人才供需矛盾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与

企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结合我校

电子商务专业近几年的实践教学情况,探讨

了如何在综合实践课程中利用体验式教学

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所应采取的教学改革

方法及措施。经我校大量的实践证明,这些方

法和措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和就业竞争力。 

【基    金】  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教育规划项目“基于体验式教

学的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研究”(编号

GH161093)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11 

 

29/45 

【题    名】  电子商务专业网络营销能力

及其培养途径 

【作    者】  李娜; 

【单    位】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物流与电

商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传统商业营销模式在

如今已经发展为电子商务模式。并且逐渐渗

透到各行各业中,使传统商业营销模式进行

创新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对电子商务的人才有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各个院校也提高了专业人才的培

养标准,使电子商务专业的综合发展面临挑

战。所以,在对电商专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应当以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基于创

新创业平台来培养学生,使其全面掌握电子

和商务的相关综合知识。现阶段,网络营销是

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方式,网络营销的实践

性非常强,而网络营销能力是电子商务专业

学生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因此,各院校必须

不断创新电子商务的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出

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电子商务型人才。本

文就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网络营销能力及

其培养途径进行简要探讨。 

【基    金】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育教学

研究项目——电子商务专业网络营销能力

及其培养途径,项目编号:2016-ZCXM-102 

【年】  2017 

【期】  11 

 

30/45 

【题    名】  贵州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分析

研究 

【作    者】  张玮玮; 

【单    位】  贵州商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电子商务的发展给跨境贸易

提供了发展良机,但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使跨

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相对滞后,人才匹配问

题值得研究。本文简要说明了贵州跨境电商

的发展形势,调查总结出贵州跨境电商人才

需求情况,提出贵州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专业

人才培养策略。学校要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精

锐化的教学体系,加强实践平台的校内外拓

展,校企深度合作,打造优劣教学资源,培养精

干教育团队,培养深谙境外电商操作流程的

有用人才。 

【基    金】  贵州省教育规划课题“大数

据下贵州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方式的研

究”(课题编号:2016B265) 

【年】  2017 

【期】  11 

 

31/45 

【题    名】  基于技能大赛和职业标准结

合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构建分析 

【作    者】  杜敏; 

【单    位】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摘    要】  对电商职业能力的分析,应当

以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大赛要求,以电子



 

 101

商务职业标准为指导,积极构建起职业标准

及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融合发展技能大

赛和教学内容,促进技能大赛常态化,提升职

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水平,将学生的职业能力

全面提升。文章针对技能大赛及职业标准结

合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构建进行分析。 

【年】  2017 

【期】  11 

 

32/45 

【题    名】  浅谈高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 

【作    者】  王冠宁; 

【单    位】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物流

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陕西教育(高教) 

【摘    要】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不断深

化改革,电子商务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成为

高职教学的重中之重,高职院校在进行教学

的过程中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开展具有

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职院校电子

商务人才的全面系统发展。 

【年】  2017 

【期】  11 

 

33/45 

【题    名】  基于微信的新型电子商务教

学实践分析 

【作    者】  邓炬强; 

【单    位】  九江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本文对微信的概念及其在电

子商务教学中应用价值进行了分析,从多方

面探究了微信在新型电子商务教学实践中

应用的策略,对于实现电子商务教学模式的

创新发展,对于提升电子商务实践教学质量

与效果是一种促进。 

【年】  2017 

【期】  21 

 

34/45 

【题    名】  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研究 

【作    者】  张秀英; 

【单    位】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摘    要】  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的科

学性和完整性影响着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

质量,文中从确立电子商务实践教学的培养

目标入手,构建了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电

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分为公共基础实践课

程、专业实验实训课程、实习实践和应用创

新实践四大模块,对电子商务实践教学改革

进行了探索。 

【基    金】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

目: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编号:J2015143 

【年】  2017 

【期】  11 

 

35/45 

【题    名】  基于项目管理的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构建研究 

【作    者】  熊丹; 

【单    位】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商场现代化 

【摘    要】  本文主要对基于项目管理的

电子商务服务质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提出基于项目管理的电子商务服务

体系构建的相关思路研究,以期实现电子商

务服务体现的构建完成,促进电子商务企业

对于项目管理功能的提高。 

【年】  2017 

【期】  21 

 

36/45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良

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以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和电子商务导论

课程互动为例 

【作    者】  冯勇;宋丽丽;康鹏;王嵘冰;

朱珠; 

【单    位】  辽宁大学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是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两大研究热点,两者同

属于素质教育范畴,但侧重点不同.为融合两

者优势,进而大幅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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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综合素质,首先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

与通识教育良性互动的内在机理,然后以多

年从事的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工作实

际为例,阐述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与通识

课程良性互动的实施细节,最后总结了两者

良性互动所带来的好处. 

【年】  2017 

【期】  04 

 

37/45 

【题    名】  阿米巴模式在电子商务多品

牌经营中的应用研究——以韩都衣舍为例 

【作    者】  段文忠; 

【单    位】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 

【摘    要】  阿米巴经营将企业分成若干

个独立核算的组织,培养具有经营意识的员

工,以实现全员参与经营的目的。电子商务行

业的特点和趋势,让阿米巴模式在电商企业

多品牌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韩都衣舍

基于阿米巴模式的产品小组制经营进行分

析,总结其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给出电子商

务企业运用阿米巴模式的实施建议。 

【年】  2017 

【期】  11 

 

38/45 

【题    名】  农村电子商务教育的应然性

和实然化 

【作    者】  郭军明; 

【单    位】  开封大学旅游学院; 

【文献来源】  农业经济 

【摘    要】  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 2017年的“一

号文件”对“推进农村电商”的重视,还是农

村实现精准脱贫、推进“互联网+农业”发

展的需要以及高校社会服务基本功能的实

现,开展农村电子商务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借

助高校的电子商务实践教学与科技服务平

台、依托政府的政策保障和社会支持,激发农

民自我教育需求的内生动力,将是有效开展

农村电子商务教育的路径选择。 

【年】  2017 

【期】  11 

 

39/45 

【题    名】  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 

【作    者】  郑桂玲;刘云; 

【单    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文献来源】  办公自动化 

【摘    要】  “双创教育”可有效提升学

生综合素养,但尚需形成科学体系。论文从先

导因素、指引方针、知识积累、经验提升、

应用促进及提炼升华角度渐进式提出电子

商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从师资团队、

培养方案、课程改革、企业实践、实践指导、

课程论文出发,系统性研究落实培养体系,以

期促进“双创教育”发展。 

【年】  2017 

【期】  22 

 

40/45 

【题    名】  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中的

创新思维与创业指导 

【作    者】  冯灿钧;吴明圣; 

【单    位】  南通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摘    要】  在探究电子商务专业教学现

存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对创新思维在电子

商务教学中的积极意义进行解读,进而提出

电子商务教学中的创业指导思路,并从构建

教学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模式与方法、增设

教学实践基地、开展电子商务创新活动四个

方面,对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中的创新创业教

育对策进行了探讨。 

【基    金】  2015年南通职业大学高等教

育教改研究课题(2015-ZD-03);; 

2016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2016SJD630101) 

【年】  2017 

【期】  03 

 

41/45 

【题    名】  我国电商企业创业期及成长

期的战略成本管理——以酒仙网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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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陈晓梅;许海晏; 

【单    位】  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文献来源】  财会月刊 

【摘    要】  在“互联网+”和“大众创

业”的风潮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被投资

创立,但大多在创业期及成长期忽略了战略

成本控制而导致最终的失败。以酒仙网为案

例,分析其在创业期及成长期的战略成本控

制举措,发现我国创业电商企业通常存在过

于关注融资与流量而忽视成本控制、营销成

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在此阶段电商企业应关

注战略成本思维:培育核心业务并确保业务

毛利率;加强经营创新、拓宽收入来源;完善

融资和现金流计划;运营成本要随着业务量

增长而下降到合理范围。 

【基    金】  北京物资学院学科建设会计

学专硕申报项目(项目编号:05417030120) 

【年】  2017 

【期】  31 

 

42/45 

【题    名】  浅析以跨境电商为主体的跨

境电子商务教学 

【作    者】  陈思聪; 

【单    位】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随着跨境电商和外贸的快速

发展,网络代购等跨国境进行的电商活动快

速崛起,并成为跨境电商领域一支异军突起

的力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相对跨境电商的

快速发展,国内对于跨境电商研究以及教学

活动相对滞后。因此,学校需从跨境电商专业

教学角度,总结并探讨如何将跨境电商融入

电子商务专业教学。 

【年】  2017 

【期】  11 

 

43/45 

【题    名】  现代电子商务创业教育实战

生态系统初探 

【作    者】  潘朝阳; 

【单    位】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现代电子商务创业教育实战

生态系统是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进行

创业教育和培养创业人才的重要环节,它将

研究、教学和实训连为一体,使学生不再局限

于理论知识和校内资源,而是更多地侧重于

市场调查体验和电子商务仿真实训,与校外

企业联合,建立职业院校与企业相结合的多

元实践平台,实现教学与创业的相互促进,既

为电子商务学生提供一个充分施展自身商

务才能的平台,也是一种职业院校创业教育

的新模式。本文分析了现代电子商务创业教

育实战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构建了现代电

子商务创业教育实战生态系统,并提出了改

进策略。 

【基    金】  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

会 2017 年重点研究课题《现代电商人才扶

贫“一里营”生态模式研究》 (课题编

号:2017030);;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立项课题《打造“产

业共建电商生态圈”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

果之一 

【年】  2017 

【期】  31 

 

44/45 

【题    名】  参与式教学在《电子商务概

论》课程中的运用实践分析 

【作    者】  汪发兴;尹玉林; 

【单    位】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参与式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

不一样,它对教师、学生和课程都有要求。开

放性、互动性和激励性是参与式教学的特征,

它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上必须做好足够预

案,要求学生保持高度的配合度,让学生有问

题、有意愿的理解和参与课堂。《电子商务

概论》是将电子商务理论和技能概括介绍一

门综合性课程。由于课程内容本身具有较大

的开放性,交易模式、行业发展动态和相关案

例等都非常适合教师开展参与式教学。笔者

在长期授课实践过程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

总结和分析。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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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1 

 

45/45 

【题    名】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

务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作    者】  严敏; 

【单    位】  宿迁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营销(下旬刊)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

展,不仅拓宽了电子商务发展的空间,同时也

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针对目前电子

商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互联网+”

背景下电子商务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对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策略进行了深一步探究。 

【年】  2017 

【期】  09 

 

文秘文秘文秘文秘 

返回栏目导读 

1/13 

【题    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语

文教学中的应用——以求职应聘信的写作

为例 

【作    者】  王铧; 

【单    位】  江苏省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 

【文献来源】  华夏教师 

【摘    要】  随着信息化教育技术的不断

进步,翻转课堂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基础教育

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也为

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课前,

学生利用网络通过观看教师录制的微视频

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识记,课上学生通过交

流互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拓展思路,更好

地掌握应用文写作技能。 

【年】  2017 

【期】  10 

 

2/13 

【题    名】  教师乐观心态在教学中的作

用与培养探析——以秘书学专业为例 

【作    者】  拾景欣; 

【单    位】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乐观的心态是一种重要的教

育因素,在教学中其特有的教育价值,是其他

任何教育形式都难以替代的。秘书学专业教

师乐观心态的具体培养途径有以下几方面:

培养“磨坊主式”的快乐;加强交流与沟通,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职业认同感;注重

完善自我,做学习型教师;增强自我调节能力;

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加强锻炼,让好身体带来好的心情。 

【年】  2017 

【期】  23 

 

3/13 

【题    名】  秘书职业化语境下本科秘书

学课程的应对 

【作    者】  田劲松; 

【单    位】  湖北文理学院; 

【文献来源】  文学教育(上) 

【摘    要】  当前高等院校秘书学专业教

育面临新的形势和背景,客观上要求教师在

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做与之相应的调整。文

章结合教学实践,从本科秘书学课程的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等方面作出初

步的探索和改进,力求在知识体系和能力培

养上既要体现本科教学与高职高专的层次

差别,又要体现《决定》精神,遵循职业教育

的特点。 

【年】  2017 

【期】  12 

 

4/13 

【题    名】  中国秘书史课程教学中的若

干问题探讨 

【作    者】  史俊超; 

【单    位】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文献来源】  秘书 

【摘    要】  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专业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大多数高校的秘书学专业

都会开设。秘书史作为专门史,与政治史关系

最为密切,让学生了解政治史对其学习中国

秘书史有很大帮助。在中国秘书史各大板块

中,秘书人物应该成为教学重点。通过学习他

们的优秀品质,学生可以增强对本课程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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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年】  2017 

【期】  11 

 

5/13 

【题    名】  文秘专业学生核心职业能力

素质调研与思考 

【作    者】  曾雪晴; 

【单    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秘书 

【摘    要】  为掌握企业文秘工作变化的

特点,探求新时代文秘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

力和素质,课题组展开了关于高职文秘专业

学生核心职业能力素质的调查。对数据结果

进行认真思考后得出结论:文秘专业须加强

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只有将专业技能教

育与人文素质教育融合,才能有效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 

【基    金】  湖南省教改课题“基于核心

素养培养的高职文秘专业‘混合式’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ZJGB2016054)的

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1 

 

6/13 

【题    名】  以翻转课堂模式进行应用文

写作教学的实践探索 

【作    者】  潘美明; 

【单    位】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摘    要】  针对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的

现状,试着把翻转课堂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运用到教学中。通过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课

堂讨论探究、教师归纳评价等教学流程实施

翻转课堂。翻转课堂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提高应用文写作教学的质量,但在实施

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年】  2017 

【期】  21 

 

7/13 

【题    名】  高职院校应用文写作实践教

学模式探究 

【作    者】  袁静云;陈云花; 

【单    位】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深

入,实践教学越来越受重视。在普通文化课中,

应用文写作是较好开展实践教学的一门课

程。因此,对这门课程的实践教学的模式探究

是十分必要的。应用文写作的实践教学模式

分为课堂内与课堂外实践教学两大类。只有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才能达到应用文

写作课程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质素的教学目

标。 

【年】  2017 

【期】  11 

 

8/13 

【题    名】  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在大学

文秘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作    者】  曹琳婧; 

【单    位】  江苏开放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人们

在交际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语用原则,有助于

正确理解会话过程中的隐含意义正确的使

用语言。本文结合《文秘英语》教材中所采

用的例子来证明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在大

学文秘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在礼貌原则和合

作原则相冲突的情况,我们为了进行顺畅的

沟通,通常采用礼貌原则第一位,合作原则第

二位的原则,最终实现交谈的目的。 

【年】  2017 

【期】  11 

 

9/13 

【题    名】  论应用文写作教学中的师德

体现 

【作    者】  郭敏; 

【单    位】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摘    要】  笔者从事了十二年的汉语言

文学的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尤其在应用文

写作的教学中,感悟颇多,把有关应用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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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的案例分享出来,把看似枯燥的写作

课上的有情感有温暖,是笔者追寻的教学目

标。 

【年】  2017 

【期】  11 

 

10/13 

【题    名】  努力培养“上岗即能上手”

的秘书人才——秘书学实践教学探索 

【作    者】  杨景生; 

【单    位】  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献来源】  写作(上旬刊) 

【摘    要】  针对社会需要和秘书人才的

培养规律,课题组对于秘书学实践教学进行

了探索,系统设计了具体方案和操作程序,在

教学实施中收到了显著效益。 

【年】  2017 

【期】  11 

 

11/13 

【题    名】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文

写作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作    者】  宫淑芝; 

【单    位】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写作(上旬刊) 

【摘    要】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融合了传统教学方式和网络教学的

优势,给高职院校应用文写》的教学提供了新

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应用文写作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的教学实践,包括网络教学平台的资

源建设、线下翻转课堂教学、考核评价方式

及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11 

 

12/13 

【题    名】  大学应用写作课程改革断想 

【作    者】  陈锦; 

【单    位】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大学尤其是高职院校关于应

用文写作课程改革的探讨已经很多年了,这

方面的论文和研讨会不可胜数,大家都说"应

用文写作是学生必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但始

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教师们痛心疾呼"到了非

改革不可的地步",教材也出了无数,但改革

的成效依然不大。此中原因须待大力而深刻

的分析。否则,改革没有出路,努力付诸东流

水。 

【年】  2017 

【期】  44 

 

13/13 

【题    名】  高职院校档案室参与文秘专

业档案课程实践教学探微 

【作    者】  郭根秀; 

【单    位】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会展策划

与咨询服务中心; 

【文献来源】  知识经济 

【摘    要】  档案实践教学在文秘专业人

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档案室

在参与档案课程实践教学中具有显著优势,

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开展多

种形式的档案实践教学活动。 

【年】  2017 

【期】  21 

 

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 

返回栏目导读 

1/9 

【题    名】  PPP应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作    者】  郝亚琳;成于思; 

【单    位】  三江学院土木工程学院;东

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PPP模式是建立在公共部门

和私人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之

上的共赢,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更好地

为社会和公众服务。本文认为,PPP模式在养

老机构的建设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在分

析了我国养老机构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了 PPP 模式在养老机构建设

项目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年】  2017 

【期】  36 

PageCount-页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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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题    名】  老伴儿 APP 的前期开发及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的探析——针对社区养

老人群开发的 APP项目 

【作    者】  张可; 

【单    位】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技与创新 

【摘    要】  国家现阶段的政策“9073”

居家为 90%、社区 7%、机构 3%,居家为核

心加 7%的社区养老,未来将有 97%的老年人

会直接或间接通过社区获得各种老年服务。

所以希望从线上、线下 2个方面的视觉探析

重塑老年社区蓝本。线下视觉体验社区打造,

老人只要看到“老伴儿”的标志,就可以获得

各种智能服务,扩大了老年人活动和交友范

围。个人数据云端存储(扫脸)就可以显示在

任一站点,由此逐步开化老年人接受互联网

思维。线上,通过以智能电视双屏互联为切入

点,逐步普及智能终端,推广 APP。 

【年】  2017 

【期】  23 

PageCount-页码:  71-72 

 

3/9 

【题    名】  国有养老机构全面预算管理

探讨 

【作    者】  朱新珍; 

【单    位】  国寿魅力花园(苏州)养老养

生管理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摘    要】  本文以国有养老机构的全面

预算管理为对象,在介绍国企全面预算管理

的基本情况后,着重分析 A 国有养老机构全

面预算管理在预算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各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找出解决方案,希望

可以对国有养老机构全面预算管理优化有

一定帮助。 

【年】  2017 

【期】  33 

PageCount-页码:  96-97 

 

4/9 

【题    名】  院校合作共建共享老年护理

实训基地建设方案探索 

【作    者】  杨术兰;梁朵; 

【单    位】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实训基地是实践教学的载体,

是实施产教结合教学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学

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重要保证。建设院

校合作共建共享的老年护理实训基地,是老

年护理教育的创新举措,是提高护理人才培

养质量和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基    金】  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15-ZJ-017) 

【年】  2017 

【期】  22 

PageCount-页码:  76-77 

 

5/9 

【题    名】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

状的研究 

【作    者】  刘璐瑶; 

【单    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

学院; 

【文献来源】  劳动保障世界 

【摘    要】  本文以北京市居家养老供给

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在完成研究整合和政策

梳理后,综述了有关北京市居家养老供给的

发展现状,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横向供给、

现实诉求、人员供给等环节所出现的供给问

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居家养老帮扶对

象精准化、方案推行因地制宜、积极发挥市

场的作用、坚持政府兜底功能的建议。 

【年】  2017 

【期】  33 

PageCount-页码:  16-17 

 

6/9 

【题    名】  专题协商会后福建养老服务

业之变化 

【作    者】  薛理吾; 

【单    位】  政协天地 

【文献来源】  政协天地 

【摘    要】  <正>镜头回放至 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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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围绕“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开展

专题协商。会议由张昌平主席主持,原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陈冬,副省长黄琪玉出席会议

并讲话。陈义兴副主席代表课题调研组作主

题发言,参加专题调研的 4位省政协常委、委

员分别从发展居家养老、完善机构养老体系

建设、建立农村养老模式、推进医养结合等

角度进 

【年】  2017 

【期】  11 

PageCount-页码:  18-19 

 

7/9 

【题    名】  西安地区全天候“阳光+养

老”建筑设计模式探索——2017年台达杯国

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藤·廊》作品 

【作    者】  高力强;许彦韬;彭鹏; 

【单    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艺术学

院;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华中建筑 

【摘    要】  随着中国走向老龄化社会,

养老建筑已经成为设计研究的的热点。2017

年“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及竞赛”获

奖作品《藤·廊》,根据西安地区气候特征和

当下老年人的活动规律,充分利用当地太阳

能资源,从设计背景,规划理念,设计策略以及

技术组成等方面考虑“阳光+养老”全天候

的设计模式,形成了室外自然环境、室内阳光

长廊和地下温泉资源“三位一体”的协同设

计方案,为以后的西北地区养老建筑提供设

计参考。 

【年】  2017 

【期】  11 

PageCount-页码:  42-45 

 

8/9 

【题    名】  PPP模式下养老项目风险分

担研究 

【作    者】  陈旭;贾帅令;李玉彤;李静; 

【单    位】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市场 

【摘    要】  在养老机构建设中引入 PPP

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当下一种趋势性、潮流性

的社会现实,而公平合理的风险分担模式越

来越成为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文

章从主体维、过程维以及内容维三个角度对

PPP 养老项目风险分担进行全面的内容解

析与逻辑架构,进而实现对 PPP 养老项目风

险分担原则与框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并从法律、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上提出 PPP

养老项目风险分担的结论性建议 ,以期为

PPP 养老项目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建

议。 

【年】  2017 

【期】  31 

PageCount-页码:  74-76 

 

9/9 

【题    名】  江苏省部分养老机构中养老

护理员的培训现状分析 

【作    者】  辛燕;刘月仙;张慧;王晓璐;

胡晓; 

【单    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文献来源】  护理研究 

【摘    要】  [目的]了解江苏省部分养老

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培训现状,为完善老年

护理服务体系提供参考。[方法]选取以南京

市为中心及周边部分城镇的养老机构护理

人员 110人,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养老护理员年龄以 50 岁~59 岁居多,

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居多(占 35.78%),从事

养老护理工作累计年限以 5 年内为多,仅有

2.44%的护理员获得了高级护理员职称,91.8%

养老护理员认为有必要定期进行在职教育

或培训,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晕厥的

预防及救护和老年人中毒的救护,培训方式

多数倾向于机构内培训和视频教学的方式。

[结论]江苏省部分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呈

现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欠合理,专业素质偏

低,培训未能完全落实等问题。江苏省政府应

将提高养老护理员工作能力和素质作为发

展的重点之一,各机构也应该充分结合护理

员自身需求和知识接受能力进行针对性的

规范培训,从而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基    金】  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

创 新 训 练 计 划 一 般 项 目 , 编

号:20151031506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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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31 

PageCount-页码:  3992-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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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题    名】  化工实验教学中的实验记录 

【作    者】  冯荣秀;郭红宇; 

【单    位】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化工技术

实验中心;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作规范完整的实验记录是化

工类专业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实验记录不够重

视,而且部分学生欠缺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文

章以乙醇脱水制乙烯实验记录为例,说明原

始实验记录应包括的内容,分析实验记录对

于实验安全、实验结果预估及创新成果验证

的作用。通过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与反复专业

训练,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03 

 

2/27 

【题    名】  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影响因素分析 

【作    者】  肖芃颖; 

【单    位】  重庆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 

【摘    要】  实施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是有效应对行业经济形

态变革、产业结构变化、企业人才需求的重

要举措,也是高等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核心任务。在结合重庆理工大学化学化工类

专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实际状况的基础上,

首先,从人才培养过程管理、人才培养师资建

设、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人才培养质量保

障、人才培养资源配置以及人才培养学生发

展等 6 个方面,建立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集合;其次,基于粗

糙集理论(Rough Set Theory)对实现高校化

学化工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

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最后,为推进化学化工类

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针对影响化

学化工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影响

因素,提出相应的人才培养策略和建议。 

【年】  2017 

【期】  32 

 

3/27 

【题    名】  “通用实验平台+生产研发

平台”高职化工类专业校企融合的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与探索——以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作    者】  谢彩玲; 

【单    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平台和实施载

体,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本文结合笔者所

在学校构建符合化工类专业需求的实践教

学基地的思路、方法、措施来提出自己的见

解。 

【基    金】  2014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基于“创新强校”背景

下的生产性实训校区校企合作文化建设研

究与实践》,项目编号:粤教高函[2015]72号;;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建设项目

经费支助 

【年】  2017 

【期】  11 

 

4/27 

【题    名】  虚拟仿真在化工专业实践教

学的应用研究 

【作    者】  刘立新; 

【单    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本文以当前高职院校化工类

专业实践教学现状为出发点,将虚拟仿真引

入化工专业实践教学中,结合其他先进教学

方法,探索一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教学模式。

实践结果表明,该教学模式真正解决化工类

专业实践教学“高投入、高风险、难观摩、

难再现”的教学难题,明显提升了实践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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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益。 

【年】  2017 

【期】  21 

 

5/27 

【题    名】  工程案例在本科化工专业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施强;何畏; 

【单    位】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在本科化工专业课程教学中

引入工程案例,并以此为辅助教学的另一条

主线串联课程知识,专业实验及课程设计,使

学生在各专业课程理论学习的同时,又了解

课程及其单元知识在化工生产工程中的位

置和作用,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拥有工程师的

意识和观念。 

【年】  2017 

【期】  21 

 

6/27 

【题    名】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化工原

理实验教学改革 

【作    者】  雒春辉;柳华;李梅; 

【单    位】  北方民族大学化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化工原理实验对教学及人才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化工原理实验教

学都是老师讲解演示后学生再进行,学生独

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锻炼,

缺乏创新机会。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尝试对

“传热系数的测试”实验由单纯的测定性向

探索性教学模式转变。通过对实验项目深度

的拓展、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的完善、工程

问题的解决,建立了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模

式。 

【年】  2017 

【期】  21 

 

7/27 

【题    名】  高职化工类专业认识实习教

学改革与创新思考 

【作    者】  宋艳玲; 

【单    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工

与材料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高职化工类专业认识实习是

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

应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综合能力需要,

完成高素质技术技能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

养目标,我们有必要对认识实习进行教学改

革与创新。本文结合我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认识实习的基本现状,就如何进行认识实习

教学改革与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考,以切实提

高学生对专业认识实习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效果,从而使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得到提

高。 

【年】  2017 

【期】  21 

 

8/27 

【题    名】  化工安全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的实践与探讨 

【作    者】  续通;洪宇翔;李文宇; 

【单    位】  丽水学院生态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改革的浪

潮下,起源于美国教育界的翻转课堂,以建构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依托,

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正以其独特的优

势引起我国教育界的重视和青睐。以教育信

息化改革为导向,围绕翻转课堂的起源及定

义分析,从化工安全类课程教学现状入手,阐

述了翻转课堂指导化工安全类课程教学的

可行性分析及其优势,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及

建议,给出了课堂实践案例,以期为我国高校

实施化工安全类课程翻转课堂实践提供借

鉴。 

【年】  2017 

【期】  21 

 

9/27 

【题    名】  双校区化工专业本科教学实

验室建设的探讨 

【作    者】  鲍婕; 

【单    位】  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111

【摘    要】  在双校区办学模式下,教学人

员应思考如何建设本科教学实验室、确保本

科教学质量。双校区办学的化工专业本科教

学实验室建设涉及到安全管理、人员管理、

课程安排、废气物处置等问题,本文以福州大

学石油化工学院(泉港校区)为例,探讨了双

校区办学模式下化工专业本科教学实验室

的建设与管理,从聘用制度改革、加强校企合

作等方面为双校区办学的化工专业实验室

建设方面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年】  2017 

【期】  21 

 

10/27 

【题    名】  化工基础实验教学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作    者】  初增泽; 

【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境催化研究所; 

【文献来源】  学周刊 

【摘    要】  在我国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

下,基础理论扎实、解决问题能力高、创新能

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是化学化工行业未来人

才培养的主要方向。传统化工基础实验在教

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研究并实践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来推进教学模式改革,通过将

仿真实验与现场实验操作相结合来提高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基    金】  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教育教学改革培育项目(CCCE-2016-JG-07)

资助 

【年】  2017 

【期】  34 

 

11/27 

【题    名】  独立学院《化工原理》课程

教学改革的探索 

【作    者】  王玥;王立轩;冯寿淳;孙磊; 

【单    位】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化工系; 

【文献来源】  云南化工 

【摘    要】  结合化工原理课程的特点及

独立学院教学现状,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

考核方式等几个方面对化工原理课程进行

了教学改革,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为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基    金】  天津市高等学校提高创新能

力引导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项目 

【年】  2017 

【期】  09 

 

12/27 

【题    名】  提升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教学

质量的策略研究 

【作    者】  连晓燕; 

【单    位】  宝鸡文理学院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云南化工 

【摘    要】  在现阶段的教育工作中,部分

专业课程的实施,往往继续运用传统模式完

成,不仅没有得到学生的肯定,同时在很多方

面都影响到了正常教学任务的开展,对人才

培养和教学体系健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是重要的化学人才培

养课程,必须在教学质量上充分提升。 

【基    金】  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ZK16128);; 

宝鸡市科技局项目(项目编号:16RKX1-4);;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16JK1040) 

【年】  2017 

【期】  09 

 

13/27 

【题    名】  基于 Blackboard平台的精细

化工实验网络课程建设与实践 

【作    者】  钱诚;曾小君;付任重; 

【单    位】  常熟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为弥补《精细化工实验》传

统教学的不足,利用 Blackboard 平台作为辅

助教学手段,构建了《精细化工实验》网络课

程。阐述了 Blackboard平台在《精细化工实

验》教学中的建设和实践。实践表明,通过构

建网络课程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实验

教学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兴

趣,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提升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112

【年】  2017 

【期】  20 

 

14/27 

【题    名】  基于手机媒体的“化工原理”

课程教学探索 

【作    者】  王洁;顾晓利;陈慕华;李小保;

姚建峰;江华;姚春才;汪洋;李力成;冯艺;张兴

光;张雄飞;李月琴;张小祥;邵伟; 

【单    位】  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化工原理是化工及相关专业

学生学习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对学生

就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针对传统化

工原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手机媒体的

移动学习该课程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不同

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手机媒体不仅仅是化

工原理课程移动学习资源的平台,还是师生

沟通交流的新型工具,对师生亲密关系的建

立有着积极作用。因此,手机媒体对化工原理

课程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充分

发挥其在教学过程中的正效用。 

【基    金】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资助项目(No:PPZY2015C221);; 

南京林业大学 2017 年校级“教学质量提升

工程”之教学改革与实践一般项目——手机

媒体在“化工原理”课程移动学习中的探索

与实践;; 

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校级“教学质量提升

工程”之教学改革与实践重点项目——《化

工原理》课程标准化考试平台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No:00644-02-00969);南京林业大学

2016年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点项目 

【年】  2017 

【期】  20 

 

15/27 

【题    名】  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

教学实践与探索 

【作    者】  匡法正; 

【单    位】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设计通讯 

【摘    要】  化工业建设发展对社会经济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这也使得社会

对于高素质的化工人才需求量不断加大,而

在新形势背景下,社会之中需要的化工人才,

除具有实践能力外,还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

力,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的实践教学经

验,对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实践

做出以下探索。 

【年】  2017 

【期】  10 

 

16/27 

【题    名】  高职院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肖文侠;肖秋芳;于彭;赵婷; 

【单    位】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石化技术 

【摘    要】  高职教育绿色、健康、持续

发展的关键是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本文以呼

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

例,针对现阶段高职院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实践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依据化工仿真

实训基地及数字化仿真教学平台,通过优化

课程体系、改革培养模式、探索新的实践教

学方法等途径,提出了构建"看-学-做-评"一

体化教学模式,创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及运用全方位、多角度的考核方式;实现了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创新。 

【年】  2017 

【期】  10 

 

17/27 

【题    名】  “化工虚拟仿真实训”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作    者】  蔡永伟;吴京平;赵天涛;李军; 

【单    位】  重庆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室科学 

【摘    要】  以“化工虚拟仿真实训”教

学为例,提出了基于微视频的翻转课堂的教

学模式设计和实施方案。教学实践表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课前微视频预习、课中翻

转课堂实施和课后反馈的有机结合,熟练掌

握了虚拟仿真实训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

式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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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独立思考、灵活运用所学基本理论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年】  2017 

【期】  05 

 

18/27 

【题    名】  “O2O教学模式”在化工原

理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居沈贵;王晟; 

【单    位】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时刊 

【摘    要】  结合《化工原理》课程的特

点,将"O2O(Online to Offline)教学模式"应用

于化工原理教学过程中,建设适应 O2O教学

模式的师资队伍,有效结合"线上"和"线下"

的优点,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拓展知识,

加深对课本的理解,同时利用讨论区增加师

生及生生之间的实时互动,充分发挥"线上课

程"资源的共享作用,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采用符合新一代学生思维习惯的"闯关式"

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好的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根据教学目

标探索适合线上和线下教学方式的混合性

考核方式,为其他课程提供示范作用。 

【基    金】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江 苏 高 校 品 牌 专 业 建 设 工 程 项 目

(TAPP,PPZY2015A044);; 

南京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年】  2017 

【期】  10 

 

19/27 

【题    名】  交互式微课的设计及其在化

工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李栋;李钒; 

【单    位】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摘    要】  交互式微课程为智能教育提

供了优质的的学习模式,在原有微课基础上,

突出了交互性和课堂有效性评价的内容,设

计原则上注重课程内容实际应用性,灵活运

用多媒体技术提升应用效果,实现微课程资

源在教学中的推广应用。 

【基    金】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VE3155);; 

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资助课题

(课题编号:ⅩⅥ120) 

【年】  2017 

【期】  10 

 

20/27 

【题    名】  《化学反应过程》教学方法

初探 

【作    者】  杨凤丽;汪斌; 

【单    位】  江苏理工学院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化学反应工程课程作为化工

专业一门新兴工程学科,以工业反应过程为

主要研究对象,以反应技术开发、反应过程优

化和反应器设计为主要目标的一门综合性

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性,强化

学生工程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应用反应工程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根据《化学

反应工程》课程的特点,对新的教学方法进行

初步实践,并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2140602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No.BK20140257) 

【年】  2017 

【期】  20 

 

21/27 

【题    名】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化工

实践教学体系 

【作    者】  周跃花;孙平;李学坤;石奇;

范磊刚; 

【单    位】  西安文理学院化学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围绕应用型人才必须具备强

的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目标,构

建了"一体化、三层次、多模块"的化工实践

教学体系,涵盖基本技能、实操能力和实践创

新能力训练三个层次,包括课内课外、校内校

外的多个实践教学环节。实施中注重实践教

师团队建设和实践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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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合作搭建校外实践平台,开放校内

科研平台,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最终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基    金】  陕西省教育厅 2015 年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5BY102);; 

西安文理学院 2015 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JG2015B037);; 

西安文理学院 2016 年 SPOC 课程建设项目

(KC2016A03) 

【年】  2017 

【期】  20 

 

22/27 

【题    名】  基于岗位工作过程的《化工

安全技术》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作    者】  马少华; 

【单    位】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化工安全技术》是化工类

专业进行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一门专业核

心课程,本文基于化工类职业岗位工作过程,

从课程定位、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

施方案及考核方案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从

而为该门课程实施教学改革实践提供指导

依据,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20 

 

23/27 

【题    名】  基于中高职衔接的高职精细

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践 

【作    者】  邱德梅; 

【单    位】  南通职业大学化学与生物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基于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

对精细化工生产技术课程进行改革。以职业

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典型精细化学品生产过

程为引导,对课程进行整体设计。从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评价方式、师资团队等方面进行

了改革与实践,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

供有益的参考。 

【年】  2017 

【期】  20 

 

24/27 

【题    名】  职业技能大赛背景下“精细

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改革研究 

【作    者】  孟飞;梁建军;肖陆飞;王起;

王磊; 

【单    位】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环

境工程系; 

【文献来源】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  作为应用化工、精细化工等

化工类专业的岗位核心课程,"精细化工生产

技术"课程重点培养的是学生按配方组织生

产,包括投料、工艺控制、提纯分离、检验及

常见故障排除等方面的技能,与学生就业岗

位所需职业能力是一致的.近年来,课程组在

职业技能大赛的背景下不断推进课程教学

改革,采取构建实践引领理论的课程体系、实

施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融入行业及地方特

色产业的新技术新工艺、优化课程考核方案

等方法对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取得了较好的

实践效果. 

【基    金】  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

教育科研规划课题(BCB14053);; 

2016 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

重点项目(gxyq ZD2016541);; 

安 徽 省 教 育 厅 重 大 教 学 研 究 项 目

(2016jyxm0743);; 

安徽省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建设-应

用化工技术 

【年】  2017 

【期】  10 

 

25/27 

【题    名】  基于“实践”的高职《化工

单元操作技术》课程改革的探讨 

【作    者】  曾伟;隗小山;易娟; 

【单    位】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石化技术工程系;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在三年实践的基础上,

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

段、考核方式、教学资源库建设等方面对《化

工单元操作技术》课程改革的经验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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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该课程在改革前后教学效果进行了对

比,对比结果说明改革后教学效果有了较明

显提升。 

【年】  2017 

【期】  29 

 

26/27 

【题    名】  高职化工自动化技术专业群

课程体系构建探究 

【作    者】  曾春霞;何涛;匡芬芳; 

【单    位】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河北职业教育 

【摘    要】  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课程体

系作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成为重中

之重。文章在对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策略进行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群建设实践,阐

述了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策略以及

流程路径,并以化工自动化技术专业群为例,

构建基于素质本位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并对

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综合素

质评价机制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基    金】  株洲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年度立项课题(ZJGH16036) 

【年】  2017 

【期】  05 

 

27/27 

【题    名】  《化学反应工程》教学改革

和实践探讨 

【作    者】  龙华丽;刘建文;曾嵘;王治国;

杨世芳; 

【单    位】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化学工程与装备 

【摘    要】  化学反应工程是一门综合性

很强的工程学科,对于培养学生工程理念和

综合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化学反应工程

学科的特点及我校的实际教学情况,本文阐

述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一些改

革和实践。通过精炼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的重

点,丰富教学方法,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不断提

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 

【年】  2017 

【期】  10 

 

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生产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33 

【题    名】  制药工程专业工艺综合实验

改革的探讨 

【作    者】  张晓梅;李会;史劲松;许正宏; 

【单    位】  江南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制药工艺实验是制药工程专

业学生的主要课程,是培养学生所学专业知

识的综合运用与实践能力的课程,目前的实

验教学主要配合理论教学,各门实验课进行

独立开设,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为此,我们依

据制药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对制药工程专

业实验课程进行整合,加强课程与课程体系

间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与组合,促进相关

课程的"综合化",形成一体化的实验教学体

系。 

【年】  2017 

【期】  03 

 

2/33 

【题    名】  面向应用型制药工程专业的

《仪器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作    者】  胡承波;黄孟军;吴飞跃;王维

勋;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材料与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针对制药工程专业的行业背

景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本校《仪器

分析》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对《仪器分析》

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内容进行

了探讨,以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 

【基    金】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教改项目(No:CQGJ13C429);; 

重 庆 文 理 学 院 校 级 教 改 项 目

(No:140345,150228,160204)能力的应用型人

才 

【年】  2017 

【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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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题    名】  不同教学方法在药物分析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作    者】  刘晓骞;王建浩; 

【单    位】  常州大学制药与生命科学学

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知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药工程等专业的核心

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药物分

析的课程要求。通过对药物分析课程不同教

学方法的探索,增加情景教学法、学生试讲法、

案例分析法、网络课堂教学法等新的教学方

法,增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改善了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质量,

有助于药学等相关专业高级人才的培养。 

【年】  2017 

【期】  21 

 

4/33 

【题    名】  制药工程领域专业学位发展

二十年回顾和展望 

【作    者】  李翠;唐燕辉;田禾;仇昭君; 

【单    位】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高等教育 

【摘    要】  华东理工大学制药工程领域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始于 1997年,二十年来

秉持"为制药行业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

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

才"的办学目标,依托化学化工、制药等传统

学科优势,坚持探索、实践和发展的理念,形

成了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本文回顾了制药

工程领域专业学位发展经历的二十年,总结

了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学位标准和实践

教学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基    金】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重 点 课 题

(2009-ZDn-011,2012-JK011,2016-ZX-181 

【年】  2017 

【期】  05 

 

5/33 

【题    名】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药物

分析与检验技术》课程为例 

【作    者】  李囡囡; 

【单    位】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安徽农学通报 

【摘    要】  利用蓝墨云班课进行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已经成为国内高职

院校的主流。《药物分析与检验技术》课程

教学通过蓝墨云班课将学生的线上学习与

课堂教师讲授的线下学习有机的结合,更好

地实现知识的传递和吸收内化,摆脱传统教

学的模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有利于培养更多药学领域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基    金】  2016年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生物制药方向)综合改

革试点”(2016zy048);;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

项目“以能力本位、职业岗位导向的药物分

析课程教学改革” 

【年】  2017 

【期】  20 

 

6/33 

【题    名】  制药工程实践教学问题分析

及改革探索 

【作    者】  臧永军;陈乃东;陈存武; 

【单    位】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本文对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皖西学院为例

对一体化实践教学进行改革探索,以优化实

践教学过程,提高应用性制药人才质量,同时

也为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和启示。 

【基    金】  皖西学院《制药工程本科教

学团队》项目(2016wxxy24);皖西学院《制药

工程实验示范中心》项目(2015SAZX017) 

【年】  2017 

【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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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题    名】  生物制药专业生物药物分析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作    者】  刘敬然; 

【单    位】  江苏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药物分析》被作为我制药

工程专业所开设的主干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其特点是需要融合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

剂学以及药物化学等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

根据所建立和新开发的各种科学技术和方

法,为保证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合理性,

药品的开发研究、生产及临床使用执行严格

的质量标准,为药物分析建立科学的定性、定

量分析方法。[1] 

【年】  2017 

【期】  44 

 

8/33 

【题    名】  药物分析综合一体化实验的

设置及思考 

【作    者】  嵇茜;周海培;邹云飞;沈雪妮;

张洪英; 

【单    位】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文献来源】  化工设计通讯 

【摘    要】  研究药物分析综合一体化实

验,阐述了何为药物分析。结合其特点,总结

了实验项目设计,执行实验项目,对实验项目

进行考核,综合一体化实验改进措施等。 

【年】  2017 

【期】  10 

 

9/33 

【题    名】  芦丁的提取鉴定及不同剂型

与体内释放相关性的研究——制药工程相

关专业综合创新实验设计 

【作    者】  刘华鼐;罗小艳;叶勇; 

【单    位】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 

【文献来源】  大学化学 

【摘    要】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文介绍了基于 PBL 法设计和开

设的“芦丁的提取鉴定及不同剂型与体内释

放相关性的研究”综合创新实验。通过本实

验,学生体验了查阅文献、了解实验原理、确

立研究思路和策略、制备产品、表征性能、

处理数据、分析讨论、撰写实验报告等环节,

掌握了天然产物的提取和精制、胶囊和片剂

的制备、物质的化学反应性质、药物的体内

释放性研究等相关知识。实践表明,本实验选

题针对性强,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综合实验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 

【年】  2017 

【期】  10 

 

10/33 

【题    名】  微生物制药实验中菌种准备

方法改进 

【作    者】  刘晓辉;郭萍;韩佳迪;陈炜; 

【单    位】  沈阳药科大学生物学实验教

学中心;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

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室科学 

【摘    要】  为了减少微生物制药实验中

菌种准备工作量和废品处理工作量,缩短实

验周期,在普通高校微生物制药实验准备中,

通过液体培养法得到菌丝体代替传统孢子

斜面,提供给学生进行相关实验教学项目。实

验表明,以-28℃冻存 7 天之内的菌丝体作为

实验供种,其发酵过程中的菌丝形态及发酵

单位无明显改变,并且由于不必培养大量孢

子斜面,大大减少了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因

此,采用冻存菌丝体代替传统的孢子斜面进

行微生物发酵方法可行,且具有一定的实用

性。 

【年】  2017 

【期】  05 

 

11/33 

【题    名】  基于制药工程专业的药理学

教学模式 

【作    者】  刘子维;艾波;王凯;张珩; 

【单    位】  武汉工程大学化工与制药学

院;武汉工程大学学生发展中心;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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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理学作为制药工程专业的

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基

础知识支撑作用。但这门课程在制药工程专

业的教学中却得不到学生足够的重视,从教

学层面而言,需要探索一套适宜的教学模式,

将该门课程与制药工程的主体知识体系结

合起来,从而激发制药工程专业学生对该门

课程的学习热情。 

【基    金】  武汉工程大学校级教研项目,

编号 X2016050;; 

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教育改革项目 ,编号

2014296 

【年】  2017 

【期】  05 

 

12/33 

【题    名】  药物分析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作    者】  闻俊;洪战英;范国荣;周婷婷; 

【单    位】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摘    要】  传统讲授课堂中学生可以便

捷地获取专业知识,但是缺乏运用知识解决

问题能力。翻转课堂将知识的获取放在课前,

课堂可以由教师组织和指导学生应用所学

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该文以"

药物含量测定"教学内容为例进行翻转课堂

教学实践,构建供学生自主学习的课程网站,

设置学习任务单,制定翻转课堂授课策略。开

展翻转课堂教学的关键在于优选教学的核

心内容,确定引发学生好奇心的学习任务,形

成较好的互动型的师生关系。教学效果显示,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掌握和应用,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加强了学生独立探索能力。 

【基    金】  第二军医大学校级教学研究

与改革项目资助,编号 JYC2015010 

【年】  2017 

【期】  05 

 

13/33 

【题    名】  面向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药物

分析学教学模式 

【作    者】  周小平;刘昕;牟凤辉;张沐新; 

【单    位】  吉林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药学教育 

【摘    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的主干

专业必修课程之一,也是国家执业药师考试

必考科目之一。为了适应对研究型人才的培

养需求,在药物分析授课中,建立学科结构体

系,采用模块教学,将"教"与"学"有机结合,讲

清原理,理顺关系;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基础,

旧识新用,知识迁移,突出重点。教学应该以

学生为学习主体,教会学生进行知识迁移,采

用多种教学方式,彰显药物分析教学模式的

特色。 

【年】  2017 

【期】  05 

 

14/33 

【题    名】  翻转课堂在药物分析教学中

的实践效果分析 

【作    者】  洪俊丽;徐志成;许贯虹;陈立

娜;孙家凯;钱正杰;都述虎;胡琴;周学敏; 

【单    位】  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物分

析学系;中国药科大学学生工作处;江苏诚意

药业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基础医学教育 

【摘    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本科生必修

的药学专业基础课,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教

学,培养学生药品质量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目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容

易造成学生学习倦怠。文章根据药物分析课

程特点,设计翻转课堂个性化教学方案,与传

统讲授模式进行平行对比,探讨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在药物分析教学中

实践效果差异。结果显示翻转课堂在作业正

确率、期末考试成绩等方面均高于传统教学

组(P<0.05或 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问卷

调查显示,翻转课堂可有效提升学习兴趣,增

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深层学习效果。结果表

明,药物分析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

取得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基    金】  南京医科大学“十二五”教

育研究课题(JYQ2015149);南京医科大学药

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2017YXDC01);;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



 

 119

项目(2013SJDFDY111) 

【年】  2017 

【期】  10 

 

15/33 

【题    名】  基于德尔菲法的药事管理教

学案例库构建研究 

【作    者】  施天慧;毛春芳; 

【单    位】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

卫生分院药学系; 

【文献来源】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摘    要】  目的基于德尔菲法构建适合

药学专业药事管理教学案例库,在教学中使

用案例库教学资源,以提高药学生在药品的

生产、储存、经营、使用过程中的实际工作

能力,养成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药

师素质。方法结合文献分析、小组讨论以及

专家访谈,选择典型案例,初步形成案例库;

运用德尔菲专家函询法筛选案例,构建药事

管理教学案例库。结果通过 2 轮专家函询,

构建了 6 个维度 28 个具有典型性和适用性

案例的药事管理教学案例库。结论函询专家

的积极性和权威程度很高,对案例条目有较

高的一致性,构建的药事管理教学案例库可

信。 

【基    金】  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课题【No.ZYB161】 

【年】  2017 

【期】  20 

 

16/33 

【题    名】  “互联网+”视角下职业规

范教育与仪器分析课程融合实践——基于

某职业学校药物分析专业 

【作    者】  侯玉华; 

【单    位】  江苏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

校; 

【文献来源】  江苏教育研究 

【摘    要】  职业规范与仪器分析课程融

合的实践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要求。

文章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变化对我国教育

产生巨大影响:21 世纪新技能的需求为人才

培养方式提出新命题;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

变革,再阐述了"互联网+"视角下职业规范与

仪器分析课程融合方式及教学策略。 

【基    金】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

校课题(项目编号:20090603)主要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30 

 

17/33 

【题    名】  地方院校制药类专业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路径的探索 

【作    者】  尹德明;单玉鑫; 

【单    位】  梧州学院化学工程与资源再

利用学院;梧州学院学工处; 

【文献来源】  中国医药导报 

【摘    要】  在“互联网+”和大健康产

业时代背景下,本文探讨地方院校制药类专

业通过合适转型发展路径培养具有创新创

业能力人才,以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根

据市场发展需求设置制药本科和高职两个

专业,以学生为中心,重塑中药文化氛围,培养

学生健康的人格。实施以实践案例和项目任

务为导向的专业课程教学和“厂中有校”实

践教学。充分挖掘制药企业行业资源,使专业

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

建设,凝练专业优势和特色建设。改革考试和

人才成长质量评价方式,培养“过程+结果 ”

的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应用型技术人才。 

【年】  2017 

【期】  30 

 

18/33 

【题    名】  制药化工原理中流体输送设

备的教学探讨 

【作    者】  李想;史益强;黄德春;王志祥; 

【单    位】  中国药科大学制药工程教研

室;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制药化工生产中所处理的物

料大多数为流体,流体输送贯穿制药生产的

始终,因此,流体输送设备在制药化工生产中

占有重要地位。针对学生在学习、理解和应

用流体输送设备相关知识时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进行剖析,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进,通

过结合实验操作、相关知识点类比、研究实

际制药生产流体输送实例的方法,获得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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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中国药科大学教学改革重点

项目“制药工程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项目编号:2015XJJGZD02);中国药科

大学“十三五”本科品牌专业(制药工程)建

设项目(项目编号:药大教[2016]331号-6) 

【年】  2017 

【期】  43 

 

1933 

【题    名】  科教结合培养制药工程专业

创新人才 

【作    者】  吴沁林; 

【单    位】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生物与制

药工程系; 

【文献来源】  山东化工 

【摘    要】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高等

学校制药工程专业创新人才的需求加大,高

等学校树立科教结合培养专业人才的理念,

加强各方面制度引导,努力将高校的丰富的

科学研究资源及成果与教学相结合,促进大

学生创新兴趣、精神与能力的养成,培养企业

所需专业创新人才。 

【年】  2017 

【期】  20 

 

20/33 

【题    名】  生物制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研究 

【作    者】  张东峰; 

【单    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生物制药专业设计的领域较

多,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其课程结

构与培养目标都与其他的学科有着一定的

差异,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教学方

法。本文综合了生物制药专业综合性与应用

性的两大特点,对生物制药专业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

对策,重视实验与实训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应

用新模式,提高教师素质,为生物制药专业人

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    金】  基金项目:高职院校生物制

药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JG201616);; 

轻工高职—本科协同培养高素质人才模式

的探索与研究——以食品生物类为例

(Gdqgzj1600) 

【年】  2017 

【期】  42 

 

21/33 

【题    名】  药物分析中的生物样品前处

理概况 

【作    者】  张亚琛;黄火强;杜丽洁; 

【单    位】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

传统医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摘    要】  生物样品包括血浆、组织、

尿液及细胞等,具有成分复杂、干扰物质多等

特点,对生物样品前处理技术极大的影响了

实验的灵敏度与准确性。文章主要对生物样

品处理常用技术的特点、方法以及在药物研

究方面的应用等进行了综述,并对未来技术

的发展进行展望。 

【年】  2017 

【期】  19 

 

22/33 

【题    名】  制药设备与工程设计课程教

学改革探索——以凯里学院为例 

【作    者】  韦国兰;张杨; 

【单    位】  凯里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结合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实际

情况,为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针对制药设备

与工程设计的课程特点及教学存在的问题,

对师资队伍、实践教学、教学方法等方面进

行探讨和改革,旨在为制药工程专业的课程

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基    金】  凯里学院院级规划课题(编

号 :Z1612)和凯里学院院级规划课题 (编

号:Z1604)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0 

 

23/33 

【题    名】  制药与化工专业集群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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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跟踪调查研究——以武汉华夏理工学

院为例 

【作    者】  龚飞;汪大巍;樊策己; 

【单    位】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化工管理 

【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

方式,对我院制药工程专业和化学工程与工

艺专业 2015和 2016届毕业生和部分用人单

位进行了跟踪调查,听取了毕业生和用人单

位对我院相关专业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对

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深化我院制

药与化工专业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

科学依据。 

【基    金】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2015

年教学研究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524 

【年】  2017 

【期】  29 

 

24/33 

【题    名】  制药工程专业“药物合成反

应”的教学研究 

【作    者】  李玉静;戴炜辰;张阿琴; 

【单    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文献来源】  江苏科技信息 

【摘    要】  "药物合成反应"是制药工程

专业在本科阶段开设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

之一,对于学生药学整体知识体系的构建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传统教学中出现的

问题,以求提高教学质量,文章主要从理论教

学方面和实验教学方面探讨制药工程专业"

药物合成反应"的教学优化思路和做法。 

【年】  2017 

【期】  29 

 

25/33 

【题    名】  医科院校制药工程专业微生

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  万南微;王慧慧;陈永正; 

【单    位】  遵义医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微生物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

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微

生物学课程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教学方

式也存在差异。针对医科院校制药工程专业

培养目标,本文从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式及

科研反哺教学 3 个方面,对微生物学课程教

学进行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年】  2017 

【期】  19 

 

26/33 

【题    名】  制药过程自动化与仪表课程

“串级控制系统”说课设计 

【作    者】  吕品;李朋伟;岳丽丽; 

【单    位】  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以"串级控制系统"为例,通过

对教材、学情、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法与学法、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阐述,展示

本节课的整体设计过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基    金】  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科研基

金资助项目(BSJJ2016) 

【年】  2017 

【期】  19 

 

27/33 

【题    名】  岗位导向项目化教学法在药

物分析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蒋博;姚永萍; 

【单    位】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结合医药企业岗位需求和药

物分析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出"岗

位导向、理实一体,全方位的项目化教学法",

并制定了实施方案和评估细则。力求以岗位

为导向,使学生学习自主化,使技能训练职业

化,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培养以岗位为

导向的具有扎实专业知识与熟练专业技能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基    金】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教研教改

重点项目(2016JGZ06);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教

研教改重点项目(2016JGY02) 

【年】  2017 

【期】  19 

 

28/33 

【题    名】  高职高专药学专业仪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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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药物分析课程整合的探索 

【作    者】  孔兴欣;王青溪;田清青;张平; 

【单    位】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仪器分析是高职高专药学专

业的必修基础课程,为后续药物分析课程学

习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在新教学模式下,将仪

器分析与药物分析整合为一门课程进行教

学,有利于减少课时,加强知识连贯性,提高教

学质量,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基    金】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基

于网络云班课平台的高职高专TBL-EBM教

学模式的探索”(SJ20161102) 

【年】  2017 

【期】  19 

 

29/33 

【题    名】  引导文教学法在药物分析课

程中的应用实践 

【作    者】  徐景峰; 

【单    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广州化工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引导文教学

法的组成、设计和要求,并以药物分析课程实

例讨论了引导文教学法的实施过程。按照引

导文,从解析质量标准、完成引导问题、制定

工作方案、实施计划和工作评价等过程,培养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接受和处理新信息

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小组讨

论学习过程中,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引导文

教学法,达到了预期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

遍接受。 

【年】  2017 

【期】  19 

 

30/33 

【题    名】  浅析我国制药工程专业认证

对制药工程专业教育的影响 

【作    者】  滕佳欣;张志芹; 

【单    位】  德州学院医药与护理学院; 

【文献来源】  新西部 

【摘    要】  我国于 2013 年加入《华盛

顿协议》,因加入较晚,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九

所高校通过制药工程专业认证。本文通过对

这九所高校的制药工程教育进行研究,认为

制药工程专业认证是工程教育认证的重要

一环,参与制药工程专业认证,一方面优化了

药学教育体系,丰富了药学教育资源,提升了

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培养了更加优秀的学

生,增强了竞争力,为以后药学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基    金】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2013GG021) 

【年】  2017 

【期】  25 

 

31/33 

【题    名】  IEET 工程认证背景下制药

工程专业教学改革实践 

【作    者】  曾鹏;覃亮;路宽;邓海冬; 

【单    位】  肇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化工 

【摘    要】  制药行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

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高

投入及高回报的行业。制药工程专业为制药

行业培养专门人才,是一个专业化程度高、要

求学生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的工科专业。在

IEET 工程认证背景下,肇庆学院特别重视制

药工程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签约

制药企业作为实践基地、仿真教学软件的应

用、教师与工程师"双师"型教师的职业培训、

企业定向培养班的开设等一系列措施,积极

探索与实践制药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的新思

路与新模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率,促进行业发

展不断尝试教学改革与创新。 

【基    金】  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NO.382;; 

肇庆学院质量工程项目 NO.ZLGC201454 

【年】  2017 

【期】  18 

 

32/33 

【题    名】  校企协同培养制药行业应用

型人才的研究 

【作    者】  杨吉兴;刘良科;陈迪钊;胡滨; 

【单    位】  怀化学院; 

【文献来源】  怀化学院学报 

【摘    要】  校企协同是培养制药行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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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成立校企协同领导小

组、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育方案、共建教学

团队、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与创新平台、优化

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等措施,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业率、教师

的业务水平和企业竞争力。要深化校企协同,

政府、高校、教师和学生都需进一步努力,

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利好。 

【基    金】  2015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地方本科院校与行业企

业协同培养人才体制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以怀化学院为例”(湘教通[2015]291号(编

号:450)) 

【年】  2017 

【期】  09 

 

33/33 

【题    名】  基于国家执业药师考试改革

为导向的《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作    者】  华芳;马凤余;王章姐;黄茸茸; 

【单    位】  安徽新华学院药学院; 

【文献来源】  宜春学院学报 

【摘    要】  《药事管理学》课程是药学

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国家执业

药师资格考试的重要科目之一。本文以国家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为导向,针对现行《药事管

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案例教学与任

务驱动式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职业技能,培

养更具执业药师素养的药学服务型人才。 

【基    金】  安徽新华学院教育教学研究

(重点)项目(2017jy010);; 

安 徽 新 华 学 院 校 级 质 量 工 程 项 目

(2013spkcx02) 

【年】  2017 

【期】  09 

 

食品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26 

【题    名】  基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多

维平台建设的教学过程性评价探索——以

《微生物分析检测技术》课程为例 

【作    者】  蒋阿宁;管建慧; 

【单    位】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过程性评价有利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强化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的全

面发展,同时对教师教学设计、教学能力、教

学水平的提升也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

《微生物分析检测技术》课程为例,探讨基于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维平台建设的教

学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旨在为提高教学

评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上奠定理论基础。 

【基    金】  包头市科技计划项目“大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维实践平台建设——

情境教学模式下《微生物分析检测技术》课

程 教 学 评 价 体 系 的 构 建 ” ( 编

号:2015S2007-3-5-21)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3 

 

2/26 

【题    名】  综合性大学微生物学实验教

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作    者】  刘艳;王恒安;严亚贤;庄天明;

周选围; 

【单    位】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微

生物学实验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综合性

大学农学院的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

了探讨。在实验内容上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

实验,注重将科学前沿技术和生活案例融入

实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教学方

法上建设教学资源库,通过录像强化训练学

生基本实验技能,提高操作规范性;通过开展

学生自主实验,锻炼学生查阅资料、设计创新

方案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重新构建考核

方式,增加平时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的考核,完

善考核机制。新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加注重平

时实验课程的学习积累,有利于开展设计更

具创造性的实验,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基    金】  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

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CTLD16B1017)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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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3 

 

3/26 

【题    名】  保健食品及原材料农药残留

检测方法 

【作    者】  马妍;陈曦;卓勤; 

【单    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卫生部微量元素营养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卫生研究 

【摘    要】  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保健食

品及原材料中农药残留检测的前处理技术、

实验优化方法和仪器分析技术的发展情况。

介绍了保健食品农药残留检测中的最新应

用技术和成果;并重点阐述了评价基质效应

的方法。介绍了最新仪器检测方法,主要是串

联质谱、高分辨质谱、二维质谱方法在该领

域的最新应用。通过建立可视化的数学模型,

响应面实验优化法能有效地优化实验条件,

减少试验次数,节约试验成本。 

【年】  2017 

【期】  06 

 

4/26 

【题    名】  食品工艺学实验教学改革探

索 

【作    者】  郑建梅;罗勤贵;张国权;江昊; 

【单    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食品工艺学实验"是食品类

专业重要的实践课程,其课程实践性非常强。

本文针对"食品工艺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现

状,总结和分析了"食品工艺学实验"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一

些建议,以期为提高食品工艺学的教学效果

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基    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年

校级培育项目“网络资源与课堂教学相整合

的《食品工艺学》授课方式探索研究”

jy1703089 

【年】  2017 

【期】  48 

 

5/26 

【题    名】  《食品企业质量认证》课程

教学优化探索 

【作    者】  王璐; 

【单    位】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为了适应当前社会对食品质

量认证方面的人才需求,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专科食品类专业开设了《食品企业质量认证》

课程。《食品企业质量认证》课程具有理解

和记忆的知识点多、内容抽象、实践性和应

用型强的特点。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其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及考核形式尚处于逐步完善阶

段。本文通过分析课程内容特点,针对如何减

轻学生学习负担、提高学习兴趣、实现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选取、教学

方法运用及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探

索,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48 

 

6/26 

【题    名】  基于 Faster R-CNN 的食品

图像检索和分类 

【作    者】  梅舒欢;闵巍庆;刘林虎;段华;

蒋树强; 

【单    位】  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

学学院;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智能信

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

能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摘    要】  面向食品领域的图像检索和

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多媒体分析和应用

领域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当前的

主要研究方法基于全图提取视觉特征,但由

于食品图像背景噪音的存在使得提取的视

觉特征不够鲁棒,进而影响食品图像检索和

分类的性能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Faster R-CNN 网络的食品图像检索和分类

方法.首先通过 Faster R-CNN检测图像中的

候选食品区域,然后通过卷积神经网络(CNN)

方法提取候选区域的视觉特征,避免了噪音

的干扰使得提取的视觉特征更具有判别力.

此外,选取来自视觉基因库中标注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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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集微调 Faster R-CNN 网络 ,以保证

Faster R-CNN 食品区域检测的准确度.在包

括 233 类菜品和 49 168 张食品图像的

Dish-233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全面的实验评

估表明:基于 Faster R-CNN食品区域检测的

视觉特征提取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食品图

像检索和分类的性能. 

【年】  2017 

【期】  06 

 

7/26 

【题    名】  微课与视频反馈相结合教学

法在微生物检验技术实验教学中的探索 

【作    者】  甘世芬; 

【单    位】  南宁市卫生学校;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目的探讨微课与视频反馈相

结合教学法在微生物检验技术实验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以中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实验组60人,对照组

60人。实验组在微生物检验技术实验教学中

采用微课与视频反馈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

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课后对两组学生进

行技能操作考核及理论考核,并对实验组进

行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满意度的调查,以评

价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技能操作考核成绩

及理论考核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实验组对本组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达 100%。

结论微课与视频反馈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深

受学生的喜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微生物检验技术实验教学效率,并能规范学

生的技能操作。 

【年】  2017 

【期】  22 

 

8/26 

【题    名】  基于新形势下高职院校食品

营养与卫生课程改革探析 

【作    者】  徐盛燕;杨玲;孙玉婧;王静;

赵凤舞; 

【单    位】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根据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和课程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以及食品营养与

卫生课程的特点,从课程设计理念、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手段、实验教学等方面进行探析,

以提升食品营养与卫生课程的教学质量。 

【基    金】  兰州市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几种食(药)用微生物重离子辐照诱变育种

及应用”(2015-RC-21) 

【年】  2017 

【期】  22 

 

9/26 

【题    名】  TBL法在地方医学院校食品

卫生与营养学专业《食品理化检验》教学中

的应用 

【作    者】  周燕园;桂中玉;任源;曾榛;

王程强;严火连;宋家乐; 

【单    位】  桂林医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探讨 TBL 教学法在《食品

理化检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将桂林医学

院 2014级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 64名学

生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

教学法授课,实验组实施 TBL教学法。采用

课程综合评定成绩比较和调查问卷评估

TBL 教学法,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TBL 教

学法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竞争意识

和沟通能力,增强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精神。结果提示 TBL 教学法优越度高

于传统教学法,适用于《食品理化检验》的课

程教学。 

【基    金】  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

厅颁布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

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预防

医学专业《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学中的应

用探索研究(编号:2016JGA292)”;“PBL、

Sandwich、设计性实验三种教学法在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实验教学中的综合运用(编

号:2016JGB317)”;; 

2017 年桂林医学院教改项目“CBL-PBL混

合教学模式应用于地方医学院校预防医学

专业《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学中的探索研

究” 

【年】  2017 

【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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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题    名】  基于项目驱动的团队协作式

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探索——以《食品质量管

理》为例 

【作    者】  原克波;杨萌;孙丽萍; 

【单    位】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教学

改革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文章以高等职业学校食品类

专业《食品质量管理》课程为例,对基于项目

驱动的团队协作式教学模式在《食品质量管

理》课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并结合教学实

践进行了总结。 

【基    金】  2015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立项项目(立项编号 2015594)的研究成

果之一 

【年】  2017 

【期】  47 

 

11/26 

【题    名】  高校食品专业食品营养学课

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作    者】  管骁;李森;王元凤;魏新林; 

【单    位】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

品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食品工业 

【摘    要】  食品营养学是高校食品专业

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随着公众营养意

识的增强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

高校食品营养学课堂教学内容与模式不断

受到冲击。在国家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

划大背景下,食品营养学课程的定位要及时

转变,不断优化食品营养学课程内容,改进课

堂教学方式是大势所趋。研究以多向互动式

教学模式为切入点,对新时代下高校食品营

养学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进行了探讨,

引入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营养学教学内容,并

针对现阶段教学形式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

改进,以期促进未来高校食品营养学课堂教

学改革的良性发展。 

【年】  2017 

【期】  11 

 

12/26 

【题    名】  食品中菌落总数测定的不确

定度评定 

【作    者】  王世爱; 

【单    位】  乌兰察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科; 

【文献来源】  疾病监测与控制 

【摘    要】  目的为减小实验误差,提高检

测结果精确度 ,本研究通过建立采用 GB 

4789.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检验方法测定的不确

定度评定的模型,对检测过程中可能引入的

不确定度来源进行了分类和量化,较为全面

的评定了各个不确定度分量,并提出了应用

该方法检测的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年】  2017 

【期】  11 

 

13/26 

【题    名】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专业实习

带教实践探索 

【作    者】  史伟峰;王玉月;姜庆波; 

【单    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

科; 

【文献来源】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摘    要】  近年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高致病性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发和突

发传染病不断涌现,多重耐药菌、泛耐药菌等

持续增加,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临床诊断和治

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同时对临床微生物学

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该文对实

习教学工作进行了一些改革与探讨,旨在为

医疗机构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临床微生物

学检验人才。 

【基    金】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BK20151178) 

【年】  2017 

【期】  21 

 

14/26 

【题    名】  浅谈高职院校食品专业《基

础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及对策 

【作    者】  谭康慧;巩振虎;周凯;王仕亮; 

【单    位】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安徽农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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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职院校食品专业学生未

来将要从事的专业岗位工作中,基础化学实

验操作技能是他们所必备的基本能力。该文

分析了高职食品专业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的

现状,并就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实验内容的优

化、教师在实验前充分备课、加强课前预习

的督促以及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建立多元

化评价体系、开放实验室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建议,旨在高效完成高职食品专业基础化学

实验教学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年】  2017 

【期】  21 

 

15/26 

【题    名】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探索 

【作    者】  满冰兵; 

【单    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 

【文献来源】  中国卫生人才 

【摘    要】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

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自成立以来,多措并

举,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该中心

以实施重点工程(项目)为依托,努力打造一

支能打硬仗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高

层次人才队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年】  2017 

【期】  11 

 

16/26 

【题    名】  高职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信息

化实训课程改革实践——以辽宁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焙烤食品生产》为例 

【作    者】  张海涛; 

【单    位】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  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食

品加工技术专业《焙烤食品生产》课程为例,

构建信息化实训课程体系,以企业真实生产

项目为导向,以成立定向合作班为依托,通过

"学生自主性实践"教学模式、以赛促教、并

结合虚拟仿真教学软件的应用和立体化考

核方法的实践,旨在实现《焙烤食品生产》信

息化实训课程体系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基    金】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7-2018 年度科研规划立项课题“以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的高职食品加工技术

专业信息化实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LZY17579) 

【年】  2017 

【期】  06 

 

17/26 

【题    名】  应用型本科院校《食品工厂

机械与设备》课程教学的探讨 

【作    者】  张俊山;张春华; 

【单    位】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与环境

工程学部;黑龙江民族学院食品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  《食品工厂机械与设备》是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

这门课程涉及内容繁多、实践性强,教学难度

大。本文从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课程设计、

实践课程实施等方面,探讨《食品工厂机械与

设备》课程教学的改革。旨在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真正达到应用型院

校课程教学目标。 

【年】  2017 

【期】  11 

 

18/26 

【题    名】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数据

处理与论文写作课程考试方法改革实践 

【作    者】  任香梅;徐莉春;乔红丽;邵继

红;周丽;李远宏; 

【单    位】  徐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数据处理与论文写作是食品

卫生与营养学专业一门专业基础课,为提高

其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数据处理与论文撰写

能力,进行考试方法改革,并对该课程的考试

方法、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

总结。 

【基    金】  徐州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立项课题(Xjy201324)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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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1 

 

19/26 

【题    名】  项目化教学法在微生物学检

验教学中的应用和体会 

【作    者】  杨李;马桂芳;孙金霞;李启松;

黄思怡;史进方; 

【单    位】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苏州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文献来源】  卫生职业教育 

【摘    要】  微生物学检验是实践性和技

术性很强的学科,传统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需求。"以项目为

导向,以任务为驱动"的项目化教学法可以调

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操作能力、

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本文介绍了项目

化教学法在我校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的应

用和体会。 

【基    金】  2016年校本教育科学研究立

项课题(20160005) 

【年】  2017 

【期】  21 

 

20/26 

【题    名】  基于虚拟环境下的医学微生

物学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作    者】  李忠玉;赵飞骏;朱翠明;周洲;

曾焱华; 

【单    位】  南华大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

学教研室;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实验教学是医学微生物学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虚拟实验引入医学微

生物学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拓展实践教学内

容,强化实验操作技能,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提高学生的科研思维

和创新能力。构建医学微生物学虚拟实验教

学模式,应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验设计思

路,加大医学微生物学虚拟实验教学资源建

设,加强虚拟教学团队建设,完善保障和激励

机制,这样才能不断推动实验教学的改革与

创新,培养创新性医学人才。 

【基    金】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6]400号);;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

(XJK016AGD005);; 

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三五”临床医学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湘教通[2016]276号) 

【年】  2017 

【期】  45 

 

21/26 

【题    名】  食品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与创

新举措 

【作    者】  李卫;吴小刚;李斌; 

【单    位】  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与食

品学院;湖北省宜昌市水产局;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为了使培养出的食品专业人

才符合食品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我国各高校

的食品专业进行了多项改革与创新。本文从

培养方案、实习教学、实验教学、课堂教学

四个方面来阐述目前我国高校食品专业教

学所实施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年】  2017 

【期】  45 

 

22/26 

【题    名】  畜禽与水产品加工工艺学实

验课教学改革探讨——以武汉轻工大学为

例 

【作    者】  王琦;王海滨;胥伟;刘良忠;

胡秋林;陈季旺;侯温甫; 

【单    位】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在分析传统畜禽与水产

品加工工艺学实验课教学现状的基础上,解

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本文还结合教学实践,

并根据食品相关专业学生能力培养需求,对

畜禽与水产品加工工艺学实验课从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教学

改革的探讨。 

【基    金】  武汉轻工大学 2014 年校级

面上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及试点项目

(XSM2014010);武汉轻工大学 2014 年校级

重点教学研究项目(XZ 2014011) 

【年】  2017 



 

 129

【期】  45 

 

23/26 

【题    名】  《食品原料学》课程的教学

探索 

【作    者】  张娟; 

【单    位】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从《食品原料学》教材

的局限性和教学模式的不足方面论述了《食

品原料学》课程建设的重要性,提出通过建立

教学知识体系和重视内容的前沿性来完善

教学内容,并构建结合 PBL教学、角色教学、

多媒体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相结合的多样化

教学模式。 

【年】  2017 

【期】  45 

 

24/26 

【题    名】  《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五

位一体教学模式探索研究 

【作    者】  苗颖;张爱琳;李昀;马俪珍;

何新益;黄宗海; 

【单    位】  天津农学院食品科学与生物

工程学院;天津市农副产品深加工技术工程

中心;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内

容丰富,是一门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课程。

本文对《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五位一体"

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研究,旨在提高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在食品工程方面的素质

与创新能力,全面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 

【基    金】  天津农学院高校教师教育改

革 创 新 引 导 发 展 项 目

(20170411,20170711,20170832);; 

2015年天津市级“农产品加工工艺教学团队”

项目 

【年】  2017 

【期】  45 

 

25/26 

【题    名】  关于加强《高级食品微生物

学》课程建设的探索 

【作    者】  王玉华;杨锐;李玉扩;朴春红;

刘俊梅;于寒松; 

【单    位】  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针对《高级食品微生物

学》课程建设的意义、目标,建设内容及实施

方案进行深入分析,为探讨高层次人才培养

及教学团队建设提供了参考。 

【基    金】  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学位研究

生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年】  2017 

【期】  45 

 

26/26 

【题    名】  农业院校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刘爱平;沈黎;胡欣洁;韩国全;

申光辉;刘书亮; 

【单    位】  四川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文献来源】  安徽农业科学 

【摘    要】  为提高学生的微生物基本操

作技能,提升学生对食品微生物学的学习兴

趣,对农业院校食品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内容

和目标设计进行了探索和实践。通过设置基

础实验技术、应用实验技术和安全实验技术

3 类实验,采用"固定+机动"教学模式,全天开

放实验室计划,优化教学团队,引入研究生助

理,完善考核体系,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实

践表明,课程改革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

能和科研兴趣。 

【基    金】  四川农业大学食品微生物学

课程及课程团队建设项目 

【年】  2017 

【期】  2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返回栏目导读 

1/22 

【题    名】  探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网络化平台 

【作    者】  焦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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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福建农林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内燃机与配件 

【摘    要】  目前我国处于知识经济时代

当中,各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速度都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随着各项科学技术在我国

工业当中的应用,我国机械制造业发展速度

大幅度提升,在此基础上,为了让我国社会各

个行业提出的机械制造人才需求得到满足,

一定需要培养出来专业素质水平比较高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笔者依

据实际工作经验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针

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网络化平

台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在日后相关工作人员

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时,起到一定借鉴性作

用。 

【年】  2017 

【期】  24 

 

2/22 

【题    名】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一体化教学的探讨 

【作    者】  张俊华;袁学琦;蒋丽英;温盛

红;钟亦云;肖姑冬;肖建英;李园海;郑毅; 

【单    位】  赣州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内燃机与配件 

【摘    要】  电气自动化方面专业操作人

员作为当代社会急需的人才,受到了关注与

重视。但受传统职业教育理念的制约,电气自

动化人员缺乏一定的实践能力,因此,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一体化教学模式应运

而生。本文主要围绕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

维修一体化教学进行了探讨分析。 

【年】  2017 

【期】  24 

 

3/22 

【题    名】  信息技术植入于机械制图课

程教学的实践分析 

【作    者】  陈汝敏; 

【单    位】  江苏省武进职业教育中心

校;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由于世界科技化的速度在不

断地加快,我国工业生产技术中对于信息化、

科技化类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信息

技术课程教育也已经普及到小学阶段。尤其

是在机电一体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方面,这些

都是需要高素质、高知识水平人才去运行的

市场岗位。因此,在理论知识学习阶段注重其

对信息技术化机械制图课程教学的实践就

显得极其重要。本文将着重于信息技术技术

植入后机械制图课程的教学变化做出详细

的分析。 

【年】  2017 

【期】  24 

 

4/22 

【题    名】  《数控加工工艺规程编制与

实施》课程教学设计 

【作    者】  唐娟; 

【单    位】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针对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

《数控加工工艺规程编制与实施》,进行课程

教学内容选取,完成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评

价改革,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选取趣味项目和

企业真实案例项目、运用多种信息化教学方

法和手段,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基    金】  “数控加工工艺规程编制与

实 施 ” 精 品 课 程 建 设 项 目 ( 编

号:TZYKC201422)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4 

 

5/22 

【题    名】  电子设计自动化课程课堂方

案设计 

【作    者】  陈华敏;任立民; 

【单    位】  南阳理工学院电子与电气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本文以精心设计的"三人表

决器"这一项目的教学方案为例,对教学方案

的教学目标、重点难点、学情分析、教材分

析、教学过程设计及教学流程设计等方面作

了详尽的剖析与描述,对项目教学法教学方

案的设计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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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南阳理工学院院级精品课程

建设项目《电子设计自动化》;南阳理工学

院核心课程《电子设计自动化》410631;; 

河 南 省 高 等 学 校 特 色 专 业 预 高 教

2009526-40 

【年】  2017 

【期】  34 

 

6/22 

【题    名】  FANUC 数控车床更换电池

的方法探讨 

【作    者】  贾敬岐; 

【单    位】  河南省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我校于 2008 年购买了四台

FANUC—oimate 数控车床(前置式刀架)用

于教学,2012 年又购买了六台 FANUC 数控

车床(后置式刀架)用于教学。由于每年都要

放寒暑假,每次开学之季,数控车床的电池报

警现象经常出现。不同的机床使用状态不同,

报警信息和处理方法也不同,根据多年的工

作经验,我们总结了 FANUC 数控车床更换

电池的方法,现在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

提供一些帮助,从而更好地工作和教学。 

【年】  2017 

【期】  23 

 

7/22 

【题    名】  浅谈数控仿真软件在数控实

训中的优缺点 

【作    者】  黄晶; 

【单    位】  武昌工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

态时期,企业间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对数控

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方法存

在很多的限制性问题,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

比较差,而将数控仿真软件应用到数控实训

中,可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从而提高其

就业竞争力。 

【年】  2017 

【期】  23 

 

8/22 

【题    名】  合作教学在本科课程《数控

机床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陈国; 

【单    位】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随着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中高职及本科院校开始积极引入校企

合作教学理念,开展办学,对于本科院校而言,

应用合作教学理念,能够充分利用企业资金

资源满足本校实训教学需求,为毕业生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

此,本文主要论述了合作教学应用于数控机

床实训教学中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我国本科

数控机床实训专业教学教学有参考价值。 

【年】  2017 

【期】  23 

 

9/22 

【题    名】  项目教学法在《机械制造技

术》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赵宝平; 

【单    位】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文章主要围绕项目教学法在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中的应用展开探讨,

以期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提供支持。 

【年】  2017 

【期】  23 

 

10/22 

【题    名】  CA6140 车床线路排故的信

息化教学设计探索 

【作    者】  刘丽萍; 

【单    位】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

分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CA6140车床电气控制系统

的排故维修"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通用

机床电气系统安装与维修》课程中的教学内

容,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正确使用万用表对车

床电路进行带电检修的能力,同时也为学生

学习铣床、镗床等其他常用机床线路的检修

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也是国家职业技能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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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级维修电工的考核内容组成部分。信息

化教学能在信息化环境下,破解车床控制线

路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原理分析难点,消除认

知距离,辅助学生提高学习质量,使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气氛中完成学习活动。 

【基    金】  2017年度吉林省高等教育学

会课题高教科研课题“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高

职《通用机床电气系统安装与维修》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编号:JGJX2017D398)

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3 

 

11/22 

【题    名】  应用型人才培养框架下 PLC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作    者】  冮明颖;吴静; 

【单    位】  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PLC技术及应用课程是我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知

识面广,实践性强。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模式存

在的问题,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按"以学生为

本,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进行模块化拆分设

计、优化教学设计方案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 

【基    金】  辽宁工业大学 2016 年 4 月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029)的研

究成果 

【年】  2017 

【期】  47 

 

12/22 

【题    名】  基于项目教学的数控编程与

仿真加工课程设计与开发 

【作    者】  徐林林;刘堂胜; 

【单    位】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本文结合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的要求,以项目教学模式为基础,对《数

控编程与仿真加工》进行课程设计,详细介绍

了该课程的项目单元设计,具体分析了其中

某个项目的学习内容,以此为契机推进项目

教学法在数控编程与加工类课程中的具体

应用。 

【年】  2017 

【期】  23 

 

13/22 

【题    名】  依托行业企业建设机电一体

化专业标准的实践研究 

【作    者】  张晶; 

【单    位】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

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在机械制造业得到了

广泛应用,为该领域带来了许多技术革新。面

对这样的形势,社会急需一批同时掌握电子

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的人才,在此环境下,各

高职高专院校的机电一体化专业便应运而

生。但各高职高专对该专业的剖析与定位、

培养方案的设定、实习实训的安排等方面仍

存在问题。本文阐述如何依托行业企业建设

机电一体化的专业标准。 

【基    金】  2015年度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院级课题“依托行业企业建设机电一体化专

业 标 准 的 实 践 研 究 ” ( 编

号:JGCZYKT2015009)成果 

【年】  2017 

【期】  23 

 

14/22 

【题    名】  初探机械类技能大赛长效机

制的探索与实践 

【作    者】  李建国;刘洋; 

【单    位】  天津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 

【摘    要】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无疑是职

业素养和职业技术能力,职业技能大赛的贯

彻落实正是促进职业院校教学的炼金石。如

何才能将技能比赛和教学结合起来,怎样才

能让技能大赛的比赛,训练形式一个惯性的

机制让后人借鉴,技能比赛的模式是否能检

测实践的结果。本文将从学校比赛的成绩和

教训,结合自身,讲述在建设和实践技能比赛

的长期有效机制的认知和感悟。表明建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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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在提升比赛成

绩和平时教学培训水平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年】  2017 

【期】  12 

 

15/22 

【题    名】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课程

优化与创新 

【作    者】  王娟; 

【单    位】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内燃机与配件 

【摘    要】  许多高职院校的电气专业都

把电气控制及 PLC 技术作为核心教学内容,

该课程主要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帮助学生充分掌握该项技术的主要

内容。这项课程对于实践的要求非常高,但由

于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复杂,学生在没有完全

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就进行实践学习往

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近年来,各高职院校都

积极寻求电气控制与 PLC 课程的优化方法,

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 

【年】  2017 

【期】  22 

 

16/22 

【题    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

践教学的探索与创新 

【作    者】  宋璐雯;高瑜; 

【单    位】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

的应用研究性人才,而实践教学是是培养学

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

师资建设,教学管理,培养方式这三方面进行

分析研究,得出提高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提

高人才培训意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

学管理体制,加强学生动手能力;提高创新意

识训练,加强实验平台建设。 

【年】  2017 

【期】  03 

 

17/22 

【题    名】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改革

探讨 

【作    者】  崔彬;韩亮; 

【单    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与光

电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目前数字电路设计已进入电

子设计自动化(EDA)时代,传统的借助实验

箱及集成芯片的数字电路实验设计已无法

满足学生的实验需求。针对该现状,对数字电

子技术实验进行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提前

利用 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电路设计仿真,再

使用 TPE-D3A 数字电路实验箱完成实验。

为学生提供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实验平台,使

实验教学达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年】  2017 

【期】  03 

 

18/22 

【题    名】  电气自动化在电气工程中的

应用探讨 

【作    者】  霍勇; 

【单    位】  重庆润丰工业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江西建材 

【摘    要】  在中国,伴随电力进步获得特

大发展,电气自动化同样获得了相对广泛的

使用,因为电气自动化在使用中存在它独特

的意义和益处,在电气项目上同时也被普遍

使用。但是,在电气项目上,电气自动化的使

用仍旧存在许多不利现象,急需应该对电气

自动化不停的革新以及调节。着重强调如今

电气项目上电气自动化使用上问题的处理

方式。 

【年】  2017 

【期】  22 

 

19/22 

【题    名】  基于“卓越计划”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龙岩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建设为例 

【作    者】  卢建湘;谢煌生;黄文呈; 

【单    位】  龙岩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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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龙岩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在实施"卓越计划"

中,充分遵循工程的实践、集成与创新的特征,

认真地进行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的构

建,精心地进行教学形式的组织、教学方法的

选择、教学活动的安排、实践场所的确定以

及教师的配备,注重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尤

其是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

新能力的提高。 

【基    金】  教改项目《基于“卓越计划”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编号

JAs151337 

【年】  2017 

【期】  48 

 

20/22 

【题    名】  基于《PLC技术及应用》课

程的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实践 

【作    者】  屈丹;冮明颖; 

【单    位】  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为学生毕业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是

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

针对电气工程专业学生面临就业时遇到的

择业困难,及工作后面临的经验匮乏困难,提

出了基于《PLC技术及应用》课程的加强理

论课堂的启发性教育、改善实验课堂的独立

思考和动手能力培养、创造课余参与 PLC

工程实践活动等多项改革措施,以期达到对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目的。 

【基    金】  2016年辽宁工业大学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029) 

【年】  2017 

【期】  48 

 

21/22 

【题    名】  回归工程实践的包装机械系

列课程教学模式初探 

【作    者】  贺兵;吴吉平;廖翠姣;邱显焱; 

【单    位】  湖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基于"回归工程实践"的理念,

引入以学生为中心的 PBL 及 CDIO 工程教

育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工程专业能力为目标,

近些年来,湖南工业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围绕包装机械

系列课程,不断推进工程教育改革。该专业实

施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面向工业界的

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改革工程教育教学模

式和实践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卓有成效的

包装机械设计工程师培养途径。 

【基    金】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重点项目“回归工程实践的包装机械系

列课程教学改革”(编号:2015A02);湖南工业

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

MOOC 理念的机械类专业系列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编号:2016A05);湖南工业大学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非线性思维的工科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实践” (编

号:2015B05);;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机

械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工程素质的培养研

究和实践”(湘教通[2016]400号-457) 

【年】  2017 

【期】  22 

 

22/22 

【题    名】  数控仿真软件在机电数控教

学中的运用 

【作    者】  刘赫钊;张敬; 

【单    位】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

津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机电数控教学普遍存在教学

硬件设备不足的情况,在实践训练的过程当

中学生还需要排队等候才能进行设备操作,

这样就给机电数控教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困

难,并且非常不利于此专业人才的培养。文章

探讨了数控仿真软件在机电数控教学中的

运用,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还能够充分

发挥出机电数控教学的优越性,在对老师教

课提供便利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

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这样就有

利于提升数控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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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22 

 

模具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 

返回栏目导读 

1/24 

【题    名】  成果导向教学模式在建筑

CAD课程应用 

【作    者】  杨扬; 

【单    位】  黑龙江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CAD 课程是建筑相关专业

的重要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人

才不适合现代建筑类企业发展需要,必须提

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企业需要的应用型高

级人才。成果导向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型教学

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知

识的应用能力,符合现代高职教育培养学生

目标,能为企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本论文

从不同方面阐述成果导向模式在建设 CAD

课程应用,希望能为研究成果导向教学模式

应用的专家和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年】  2017 

【期】  12 

 

2/24 

【题    名】  现代设计手段在塑料模具设

计中的应用 

【作    者】  王佳珺; 

【单    位】  沈阳汽车工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摘    要】  近些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我国各项发展项目正在进行积极稳定地开

展,这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意义。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塑料模具

设计以及生产受到了较强的重视程度,塑料

产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以及生

产设备都具有较为广泛的使用,所以塑料模

具设计水平的加强对于我国未来塑料制品

生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

将对我国现阶段现代设计手段在塑料模具

设计中的应用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思考,进一

步完善塑料模具设计的基本方法。 

【年】  2017 

【期】  23 

 

3/24 

【题    名】  CAD 技术在压铸模具设计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雷黎;康振国;张秋梅; 

【单    位】  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 

【文献来源】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摘    要】  针对模具设计实验课程的特

点与不足,应用 CAD技术进行整套压铸模具

的设计、创建以及虚拟装配。基于 CAD 技

术进行模具设计操作过程简便,设计的模具

结构合理,布局紧凑。将该技术应用于模具设

计实验教学中,可以缩短教学周期,提高教学

效率,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性,完善模具设计实

验教学模式,推进模具设计实验教学课程的

改革。 

【基    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项目编号:201751007) 

【年】  2017 

【期】  03 

 

4/24 

【题    名】  模具锥角对 AZ31镁合金棒

材热减径挤压的影响规律 

【作    者】  雷同飞;潘峰; 

【单    位】  西京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锻压技术 

【摘    要】  模具锥角α是影响镁合金型

材热减径挤压动态再结晶行为的重要参数

之一,通过建立 AZ31 镁合金棒材热减径挤

压工艺动态再结晶预测模型,并针对模拟结

果进行了挤压实验,对模具锥角α的影响规

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晶粒尺寸沿径向

由中心向表层逐渐细化,沿轴向呈带状分布;

随模具锥角α的增大,型材表层金属晶粒尺

寸细化程度不断加剧;当模具锥角α从 50°

过渡到 90°时,挤压型材表层金属平均晶粒

尺寸细化程度提升 25%,实验与模拟结果吻

合良好。 

【年】  2017 

【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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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题    名】  《机械制图与 CAD》教学

实践与教学改革探索 

【作    者】  张斌;宇晓明;焦洪宇; 

【单    位】  常熟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从机械制图与 CAD 这门课

程在理工科许多专业中的重要性和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了机械制图、CAD 两

门课程进行有机结合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

把CAD融入机械制图的教学改革中,更有利

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可

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力、绘图和读图

能力以及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达到较好的

教学效果。机械制图与 CAD 课程建设和教

学改革是一项应该长期坚持并且不断完善

的系统工程。重视和重新认识机械制图与

CAD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是许多高等

院校期待解决的问题。 

【基    金】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结构周期性布局优化理论与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51605046);; 

2016 年常熟理工学院,新引进教师科研启动

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Z1517) 

【年】  2017 

【期】  47 

 

6/24 

【题    名】  《CAD/CAM实训》理实一

体化教学设计与研究 

【作    者】  林祖正;农万华; 

【单    位】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理实一体化教学是一种将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突出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打

破传统理论、实践两条线教学的新模式。

《CAD/CAM实训》是一门专业性必修课程,

基于能力要素,模块化教学设计,任务单教学

模式,激发学生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学习兴

趣和效率,提升技能。 

【基    金】  2015年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

院转型发展专项项目《应用技术型高校机械

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编

号:2015ZXYA004);; 

2014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

项目《独立学院模具设计及制造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

号:2014JGB419) 

【年】  2017 

【期】  47 

 

7/24 

【题    名】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技术对模

具寿命影响的研究 

【作    者】  辛艳粉;李攀攀;周鹏; 

【单    位】  黄河科技学院;中原特钢股

份公司;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目前模具方面的内容已经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的技术人员

开始投身到相关课题项目的科研工作中,本

文也主要分别针对当下材料与技术对模具

寿命的影响两大方面的内容进行简单分析,

希望能为我国生产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

帮助。 

【年】  2017 

【期】  22 

 

8/24 

【题    名】  基于学生学情的高效课堂构

建研究——以《机械制图与 CAD》为例 

【作    者】  陈小梅; 

【单    位】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摘    要】  近几年来,职业教育有了新发

展,高职院校招生模式的不断改变,高职生源

日益多元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个体差

异越来越大,传统的课堂教学效率越来越低。

本文从学生学情出发,以《机械制图与 CAD》

课程为例,整合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创

新教学评价方式,从而提高学生课堂的效率。 

【基     金】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学年精品在线课程——机械制图

与 CAD(编号:2016ZXKC001)研究成果,项目

负责人:陈小梅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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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2 

 

9/24 

【题    名】  激发材料类学生对模具设计

课程的兴趣研究 

【作    者】  牛立斌;朱明;张毓隽; 

【单    位】  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模具工业 

【摘    要】  在总结前期学者激发《冲压

工艺及模具设计》课程学习兴趣基础上,结合

近年来在该门课程教学方面的经验,提出了

以竞赛任务为导向的分学期、多层次激发学

生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的

教学效果,形成一套适宜于非机械类专业学

生学习模具设计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性实践

教学体系。 

【年】  2017 

【期】  11 

 

10/24 

【题    名】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

系在中国模具专业的转化应用研究 

【作    者】  原波;丘永亮;何显运;徐勇军; 

【单    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摘    要】  通过对国内模具专业发展现

状及主要问题的研究,结合对“双元制”内涵

的分析,从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质量评价、师

资团队建设、教学方法改进以及职业资格考

试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双元制”职业教育体

系对我国模具专业教学模式的启示。 

【基    金】  2017年广东省高职教育创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改项目“基于创新创

业的高职专业认证体系构建与实践探讨”

(CYYB2017020);; 

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资

助项目(2016-95)“青年珠江学者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2016 高等教育教学法

出国研修项目“高等教育教学法研修—德国

双元制教育”(留金法[2016]5054) 

【年】  2017 

【期】  05 

 

11/24 

【题    名】  电子 CAD 课程教学中学生

操作常见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    者】  邹新莲; 

【单    位】  江西省冶金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正>电子 CAD课程是技工

院校电子类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学习本门课

程,要求学生会使用 Protel 99 SE软件、电路

原理图绘制、印制电路板设计。本门课程对

于培养电类专业技术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电子 CAD 课程中"CAD"指的是计算机

辅助设计。由于功能强大、操作简便,Protel 

99 SE软件受到电子线路设计人员的广泛欢

迎。本门课程重点介绍 Protel99 SE 电路计

算机辅助软件。技工院校大部分学生由于 

【年】  2017 

【期】  31 

 

12/24 

【题    名】  浅析 AutoCAD 课程教学改

革 

【作    者】  高曼; 

【单    位】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知识经济 

【摘     要】   计算机辅助设计又称为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是指将计算机

应用到建筑工程图纸的绘制中,对建筑产品

进行分析、设计,其与手工绘图相比具有易存

放、绘图速度快和绘图精确等优点。建筑

CAD 是工程造价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和建

筑学专业重要的专业课,在其人才培养方案

中占重要地位,因此如何使学生掌握好的学

习方法、老师掌握好的教法至关重要。 

【年】  2017 

【期】  22 

 

13/24 

【题    名】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

相关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作    者】  苏高申;周智敏;曲宝龙; 

【单    位】  长江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云南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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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长江大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专业《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

体系存在的问题,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

要求,从实际需要出发,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

了重新构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研究。经

过 5 年的教学实践,新构建的课程体系达到

了培养合格模具设计人才的要求。 

【年】  2017 

【期】  09 

 

14/24 

【题    名】  基于项目和知识深度融合的

冲压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改革 

【作    者】  李贵;陶平;熊禾根;杜辉;秦

丽; 

【单    位】  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

院; 

【文献来源】  中国冶金教育 

【摘    要】  以冲压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

课程的教学改革为切入点,探求高校工程技

术类专业课程教学新模式。对课程体系进行

精确把握,与当前模具制造核心技术相结合,

对课程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行精

确设计,优化教学内容。提出了以"以真实项

目"为导向的模具设计实践综合训练方法,培

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教师、

学生和企业三赢。开发了一套基于 NX平台

的冲压模具设计全流程辅助教学系统,以冲

压模具设计全流程为主线,集成了冲压模具

设计基本知识和理论,涵盖了当前模具设计

先进技术,营造了良好教学氛围,提高了学生

自主设计能力。 

【基    金】  武汉科技大学 2016 年教学

研究项目“冲压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教

学改革探索与研究”(2016X041);; 

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面向工程能力培养的

工程知识建构与教学实践”(2014229) 

【年】  2017 

【期】  05 

 

15/24 

【题    名】  面向模具行业的应用技术型

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作    者】  范钧;王雷刚; 

【单    位】  宿迁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宿

迁市精密检测与逆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

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校外教育 

【摘    要】  模具行业是模具专业应用技

术型创新人才的归宿。围绕应用技术型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探索面向模具行业的应用技

术型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基    金】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

程资助项目(PPZY2015C252);;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经费资助项目(2016);; 

江苏省 2016 年度省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建设项目(BM2016285);; 

江苏省宿迁学院第六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sqc2016jg32);; 

2016 年度江苏省宿迁学院网络课程建设项

目(2016wlkc21) 

【年】  2017 

【期】  30 

 

16/24 

【题    名】  项目驱动教学在《Auto CAD

制图》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焦丽丽; 

【单    位】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本文针对 Auto CAD软件的

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以及高校《Auto CAD制

图》课程的授课现状及授课效果进行了调研,

分析高校课程教学目标及岗位能力对接的

问题所在,提出以项目驱动教学法开展课程

教学,以项目为例开展相关教学,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的同时,提升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软

件实践应用能力,更好的完成课程的教学目

标,解决企业所反馈的学生在应用Auto CAD

软件制图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年】  2017 

【期】  44 

 

17/24 

【题    名】  服务小微  工学共享——奥

通模具检测中心创业计划书 

【作    者】  钟旭光;王灵锋;朱海鹏;林诗



 

 139

雨; 

【单    位】  宁波市象山县技工学校; 

【文献来源】  职业教育(下旬刊) 

【摘    要】  <正>一、项目概述(一)基本

情况奥通模具检测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成立于 2014年 3月,位于象山县教育园区内,

占地面积约 100余平方米,注册资本为 10万

元,属于服务类企业,营业执照为民办非企业

类型。中心开业以来,已服务小微企业 20余

家,培训学生 13人次,培训社会人员 30人次,

年利润达到 22 万余元。二、项目源起在机

械加工和装配中,存在着理论数据和实际的

误差,随着 

【年】  2017 

【期】  10 

 

18/24 

【题    名】  三维 CAD 技术在机械制图

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吉丽; 

【单    位】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南方农机 

【摘    要】  机械制图是一门理论性、抽

象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程,需要学

生能够灵活的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之中。

随着三维CAD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

的被应用于机械制图的项目化教学之中,并

且起到重要的作用。三维 CAD 技术的应用

对传统机械制图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

法进行了改进,文章对三维CAD技术在机械

制图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基    金】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课题

(JKY16015) 

【年】  2017 

【期】  20 

 

19/24 

【题    名】  工学结合岗位导向的高职电

子 CAD教学探索 

【作    者】  彭胜敏; 

【单    位】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摘    要】  在高职电子 CAD 课程教学

设计中,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以岗位的职责

和要求,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构建本

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以工学

结合、岗位导向、任务驱动的指导思想,以五

个典型项目驱动的校内教学环节,顶岗实习

的校外教学环节和辅助教学环节三个方面

综合完成。在教学实施中综合采用案例教学

法、直观演示法、项目组法、互联网+、一

课双师等教学方法。课程考核和评价采用全

过程考核方式综合考评学生的学习能力、实

践能力。 

【基     金】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5-2016学年“工学结合实践项目”(项目

编号:榕职院教 20168号 03) 

【年】  2017 

【期】  05 

 

20/24 

【题    名】  基于项目化教学模式的机械

CAD课堂实践 

【作    者】  成佳; 

【单    位】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南方农机 

【摘    要】  在机械 CAD 课程教学改革

的背景下,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

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因而备受广大

教师和学生的青睐。文章对项目教学法的内

涵及意义加以探讨和分析,并论述项目化教

学模式在机械CAD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以期充分发挥项目教学法的优势,全面提高

机械 CAD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年】  2017 

【期】  20 

 

21/24 

【题    名】  基于局域网的 CAD 实验室

的管理与维护 

【作    者】  何朝阳;巨能攀;蔡国军;刘瑶; 

【单    位】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室科学 

【摘    要】  计算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

各行各业,高校计算机实验室的利用率越来

越高,CAD 实验教学已成为土木、地质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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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专业的重要的实践环节。对环境与土

木工程学院CAD实验室现状进行总结,通过

在实验室计算机软硬件管理、系统维护等方

面所做的工作,提出了基于网络的软硬件维

护思路,并借助于教学软件改进教学手段,对

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规范管理计算机、减

轻系统维护强度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年】  2017 

【期】  05 

 

22/24 

【题    名】  基于模具零件制造技术课程

的校企合作课程资源建设的研究 

【作    者】  王佳; 

【单    位】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本文针对技工院校能力课程

开发存在的校企交互性不够,信息流通不畅,

教师教学、企业生产及学生学习难以有机融

合等诸多问题,首先分析了课程资源建设现

状及趋势,然后提出了课程研究的目标与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最后论述了校企合作课

程资源建设的具体措施。该研究为其他课程

立体化教材开发提供了相关思路和重要参

考。 

【年】  2017 

【期】  30 

 

23/24 

【题    名】  多道次 ECAP的模具设计及

实验研究 

【作    者】  冯强;杨兴;孙赞朋;梁家勇;

郑战光;陈继清; 

【单    位】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  为了研究多道次等径角挤压

(ECAP)工艺制备超细晶材料 ,以解决传统

ECAP 模具存在的飞边和装拆困难等问题,

提出了一种对称分模自由套模具的设计方

案。该方案是将凹模模芯设计成对称拼块式

并通过凹模座进行预紧;凹模座内表面与凹

模外表面均采用锥面的设计,当受到挤压时,

凹模的闭合会愈来愈紧而不易产生飞边,拆

卸时只需将模具倒扣反压即可轻松脱模。同

时,基于虚拟设计技术优化了模具的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了 ECAP 制样及相关实验的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模具设计方案有效防止

飞边产生,实验效果较好。金相显微组织观察

表明,随着挤压道次的增加,平均晶粒尺寸逐

渐减小。显微硬度分析表明,随着挤压道次的

增加,试样的硬度有大幅度的提高。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465002,51675110) 

【年】  2017 

【期】  05 

 

24/24 

【题    名】  关于“CAD/CAE 软件应用

实践”实验课的教学改进 

【作    者】  王宏斌; 

【单    位】  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纳税 

【摘    要】  本文通过反思过去的实验教

学,从提升实验效果入手,通过对教材内容、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法进行改进,

提高了实验效果,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通过这些

改进,师生的能动性也得到了有效提高。 

【基    金】  2014年四川省省级教改项目

名称“: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知识体系构建及实践研究”、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 

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试点项目;; 

2013 年西华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

目名称“关于 CAD/CAE软件应用实践实验

课教学环节的改革和研究” 

【年】  2017 

【期】  30 

 

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网络网络网络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31 

【题    名】  《PHP动态网站建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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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教学改革实践 

【作    者】  张力; 

【单    位】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针对《PHP 动态网站建设》

课程,对课改前教学现状、改革思路、实施过

程、效果评价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通过项目

化教学改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

学生的网站建设能力。 

【年】  2017 

【期】  24 

 

2/31 

【题    名】  职业院校计算机网络安全问

题探讨 

【作    者】  曾强; 

【单    位】  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

的发展,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积极开

展了创新与改革,计算机以及网络得到了广

泛的普及,无论是教学管理、信息管理,还是

课堂教学以及自主学习等活动均可以在计

算机网络平台上展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

术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职业院校教育与管

理的实际效率,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与此同

时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不

能做好预防,一旦问题发生就会给职业院校

的日常教育与管理带来许多麻烦。文中将对

此展开探究,分析导致职业院校计算机网络

安全问题发生的因素,并探讨职业院校计算

机网络安全问题的危害,最后提出提高职业

院校计算机网络安全性的有效途径。 

【年】  2017 

【期】  12 

 

3/31 

【题    名】  翻转课堂在数据结构课程中

的教学应用与实践 

【作    者】  魏菊霞; 

【单    位】  广东东软学院计算机系;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近几年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

我国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

《数据结构》课程为载体,从分析该课程的现

状和翻转课堂的概念入手,提出了适应数据

结构课程的翻转课程教学模式,并明确了教

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方案。 

【年】  2017 

【期】  48 

 

4/31 

【题    名】  “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技

术课程的改革实践 

【作    者】  黄姝娟;刘萍萍;杨盛泉; 

【单    位】  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摘    要】  21世纪信息高速公路的飞速

发展,使得对计算机专业的网络课程的教学

模式要求越来越高。为了紧跟时代发展,加速

网络课程的国际化、创新型网络人才培养模

式,本文结合多年讲述 CCNA 课程的教学改

革经验,从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教学手段的多

样性、实验、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等几个方面

阐述了有关"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技术课

程的教学改革实践。 

【基    金】  西安工业大学校级教学改革

项目(No.17JGY12) 

【年】  2017 

【期】  33 

 

5/31 

【题    名】  网络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

用 

【作    者】  李婷;聂犇; 

【单    位】  九江职业大学;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

内的迅速发展,网络技术已经成为社会上各

行各业进行革新的关键力量。现代教育技术

也需要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推进其革新。与传

统教育技术不同的是,现代教育技术主要是

指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

领域的综合性来进行教学的新形式。文章研

究了网络技术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应用,以

促进其广泛应用,为相关教育专家和学者提

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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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22 

 

6/31 

【题    名】  CDIO 模式的数据结构课程

教学改革与研究 

【作    者】  王瑞; 

【单    位】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

数据结构是一门重要的课程。这门课程的教

学目标是促使学生了解设计数据结构的一

般原理,掌握解决问题的算法,提高学生的专

业能力。但是从目前看来,课程中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采取 CDIO的课程框架来改进。笔者

针对CDIO模式的数据结构课程教学改革进

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年】  2017 

【期】  11 

 

7/31 

【题    名】  云计算视角下计算机网络技

术专业实践体系的构建 

【作    者】  熊博; 

【单    位】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

机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与云计

算的结合应用正取代传统的计算机网络技

术专业的教学。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教育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善并加强专业实践体系

有益于培养专业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社会

化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本文在云计算

视角下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实践体系进

行构建,形成一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年】  2017 

【期】  11 

 

8/31 

【题    名】  后 MOOC 时代计算机网络

技术课程混合教学模式实践 

【作    者】  马小飞;郭粹; 

【单    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与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院;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文章在分析后 MOOC 时代

-SPOC、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的基础上,依据

实践总结出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 SP O 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

笔者所在学院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教学

改革经验和成果,并对 SPOC+翻转课堂教学

进行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一些思考。 

【基    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教学

工程专题项目;项目名称:《计算机网络技术》

课程教学范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400368 

【年】  2017 

【期】  20 

 

9/31 

【题    名】  基于网络攻防实战的网络安

全技术课程体系教学研究 

【作    者】  李爱华;周越;臧晶;关启学; 

【单    位】  沈阳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世界 

【摘    要】  分析了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教

学的特点,根据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

需求,提出基于网络攻防实战的网络安全技

术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全方面、多方位

实现每个教学环节的目标,培养适合市场需

求的网络攻防技术人才,提高就业竞争力。 

【年】  2017 

【期】  21 

 

10/31 

【题    名】  高职院校《计算机网络技术》

课程的教学研究与探索 

【作    者】  周晓燕; 

【单    位】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 

【摘    要】  《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是

计算机相关专业必修的课程,是计算机网络

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笔者首先介绍了《计算

机网络技术》课程的地位及当前高职院校该

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本校该

课程的课程改革和建设实际情况,阐述了切

实可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基    金】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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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项目《计算机网络技术》精品课(201501)

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1 

 

11/31 

【题    名】  计算机网络教学中的网络安

全防范策略探究 

【作    者】  张杰; 

【单    位】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持续发展,

我国信息化建设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各个

行业领域也充分认识到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价值,计算机技术逐渐渗透到我国生产和日

常生活中,极大改变了我国教育领域的教学

方法。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下,计算机网络教

学方式出现,不仅有效提升了教学效率和教

学质量,实现了教学信息的实时共享,与此同

时,在计算机网络教学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

网络安全问题,严重阻碍着计算机网络教学

的稳定发展。鉴于此,就深入研究计算机网络

教学中的网络安全防范策略,希望能为计算

机网络教学的稳定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年】  2017 

【期】  21 

 

12/31 

【题    名】  “工单制”模式开启网络技

术专业“做中学”的金钥匙 

【作    者】  程治国;陈素羡;贾素生; 

【单    位】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

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培训 

【摘    要】  <正>本文针对当前高职院校

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各种

问题和困境,结合保定职业技术学院网络技

术专业多年来开展教学改革的实际经验,提

出了解决专业发展瓶颈的"工单制"教学模

式,该模式全面打破了当前专业人才培养过

程中存在于专业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开发、

教学管理实施、实训场地建设等各方面的限

制,对于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

业层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职高专院校

的教学改革由来已久,近年来"基于 

【年】  2017 

【期】  21 

 

13/31 

【题    名】  高职院校计算机网络技术课

程体系建设改革探索 

【作    者】  王宏旭;向文欣; 

【单    位】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科学论坛 

【摘    要】  针对本专业的建设情况和人

才培养模式,以"平台+方向"为原则,构建了"

多方向、模块化、自助餐式"的课程体系。

完善机制建设,明确建设流程;面向专业群,

建设课程体系;依据企业需求,明确培养方向;

面向岗位技能,构建课程体系。为高职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奠定基础。 

【年】  2017 

【期】  30 

 

14/31 

【题    名】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高职教育

教学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评《计算机网

络技术基础》 

【作    者】  张永安; 

【单    位】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评论 

【摘    要】  <正>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迅猛发展,许多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与

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高等院校的

教学引入一个全新领域。高等职业院校教师

应当对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认真研究,合理

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计算机网络技

术基础》一书从多个方面对计算机网络技术

在高职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中的应用进行

分析,注重先进性与实用性,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计算机网络技术涉及的基本理论和实际

应用技 

【年】  2017 

【期】  10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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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基于校企联合的计算机网络

工程课程设计 

【作    者】  但祖生; 

【单    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觉悟提

高了,在追求投资回报率的同时,更多地关注

人力资源的培育,实践证明,校企联合正好是

符合新要求的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而计算

机网络工程在校企联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基于校企联合的计算机网络工程课程设计

尤其重要,是特色教学实践和人才创新能力

的核心环节,不容忽视。 

【年】  2017 

【期】  20 

 

16/31 

【题    名】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教

学方法的改革探索 

【作    者】  刘贵云;王清;王佳庆;唐冬; 

【单    位】  广州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被认为

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技术之一。针对现有无

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在人才培养模式标准不

统一的问题,再充分考虑市场的人才培养需

求,着力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模式下的改

革意义和关键举措,以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 

【基    金】  2015年度广东省本科教学质

量工程项目——广州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综合改革;; 

广州大学 2016 年度教育教学类项目“基于

教研结合的控制类课程群的教学研究与实

践”(编号:JY201602);广州大学 2016年度教

育教学类项目“地方高等学校深化创新创业

教 育 改 革 若 干 关 键 问 题 研 究 ” ( 编

号:JY201603) 

【年】  2017 

【期】  43 

 

17/31 

【题    名】  基于 CDIO的“工业控制网

络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作    者】  王峰;邵晓根; 

【单    位】  徐州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福建电脑 

【摘    要】  本文结合电气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的特点,以 CDIO 工程教育理念为指导,

结合学院工业控制网络技术教学现状,将启

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工程项目学习等多种

不同的教学手段应用于"工业控制网络技术

"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中,注重对电气自动

化类专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与沟通交流能力、工程职业素质等方面的

培养,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

养的目标。 

【基    金】  徐州工程学院 2017 年度校

级教育教学研究立项课题(YGJ1719)“电气

行业人才需求与CDIO工程教育理念相衔接

的电气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年】  2017 

【期】  10 

 

18/31 

【题    名】  基于省级技能竞赛基地的网

络安全方向教学改革 

【作    者】  李慧敏; 

【单    位】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福建电脑 

【摘    要】  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网络安全

课程,这是一门注重实践的综合性课程,涉及

的知识领域很广,很多学生感觉学完本门课

程,无论理论还是实验都没有太多的收获。职

业技能比赛的产生促进了网络安全技术在

高职院校中的教学应用,引导其教学改革方

向,优化其课程设置。本文从职业技能大赛角

度阐述了网络安全方向的教学改革和实施,

以赛促教,以学促赛。 

【基    金】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项目

资助(JYB1106:基于“省级技能竞赛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实训室”的网络安全方向教学

改革的研究) 

【年】  2017 

【期】  10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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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体系教

育模式改革 

【作    者】  陈侃; 

【单    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文献来源】  内江科技 

【摘    要】  <正>1课程研究现状和趋势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各个方面对

计算机水平,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要求

越来越高,网络安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高

校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学生的

一门专业必修课,包含了网络安全体系的理

论和许多重要概念,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校培

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计算机网络人才

势在必行。在社会的大发展背景下,计算机网

络 

【年】  2017 

【期】  10 

 

20/31 

【题    名】  MOOC在网络综合布线教学

中的应用 

【作    者】  罗永昌; 

【单    位】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该文介绍了 MOOC 模式及

其在网络综合布线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利用

Moodle 开源软件包创建网络综合布线

MOOC课程,具有五大功能,能解决网络综合

布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提高学

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素养,提

高实际操作能力。 

【基    金】  绍兴市级教改项目(一般);

项目编号:01.16.017 

【年】  2017 

【期】  30 

 

21/31 

【题    名】  云平台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翻

转课堂中的应用 

【作    者】  沈晓娟;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教学方式的发展和变化也随之而来,网络的

普及,使得以学生为主,自主学习,教师为辅,

引导启发的教学方式越来越被重视。该文中,

主要探讨了在云计算普遍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云计算技术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方式在计

算机网络技术课程上的应用。 

【年】  2017 

【期】  30 

 

22/31 

【题    名】  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教学模

式研究 

【作    者】  韦丽娟; 

【单    位】  河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 

【文献来源】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摘    要】  根据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发

展特点,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安

全课程面临的挑战,并结合地方院校实际情

况提出应采用启发式、案例式及任务驱动的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课堂

参与度,让学生更好融入课堂教学,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基     金】   河池学院教改项目

(2017EA012);;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改项目(2017JGZ148) 

【年】  2017 

【期】  10 

 

23/31 

【题    名】  浅谈网络教学平台在《网络

综合布线》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苏锦; 

【单    位】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文献来源】  信息通信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教

学平台被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文章分析了

在《网络综合布线》课程中应用网络教学平

台的必要性,叙述了网络综合平台在《网络综

合布线》课程中的应用,并且对比了使用网络

教学平台前后的学生成绩,最后总结了网络

教学平台的优缺点。 

【基    金】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5

年课程改革与建设立项建设项目:综合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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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工程(项目编号:2015KGB02) 

【年】  2017 

【期】  10 

 

24/31 

【题    名】  《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教

学改革 

【作    者】  陈伟康;李广用; 

【单    位】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知识与技术 

【摘    要】  根据学院开设的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结合我院高职高专

生源的特点,为了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完善教

学内容,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对教学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和建议。经

过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学改革的效

果有很好。为后续庞大的教学资源库建设做

准备。 

【年】  2017 

【期】  29 

 

25/31 

【题    名】  网络工程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初探 

【作    者】  赵腾飞; 

【单    位】  邵阳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在当下的科技时代,社会进步

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的高端技术人才来提供

相应的动力,而计算机网络工程应用型人才

正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需求。因此对于计算机

网络工程发展的现状能否得打相应的改善,

主要是通过网络工程教学能否进行改革创

新,来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但是网络工

程所包含的专业太过繁多,也使得各个学校

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年】  2017 

【期】  10 

 

26/31 

【题    名】  网络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作    者】  于荣辉; 

【单    位】  邵阳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随着网络工程在我国的现代

化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及企业对于网

络工程的重视,近年来报考网络工程专业方

向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期,虽然学习网络工

程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其社会企业和

政府对于相关的人才需求缺口却随之增大

[1]。而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对于学生的专业

技能和实践能力提出了不满,使得大众对于

学校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其实究其本质是网

络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没有在学校引起学

生与教师的重视,只是一味的重视理论知识

的掌握和理论成绩的高低。 

【年】  2017 

【期】  10 

 

27/31 

【题    名】  基于教改背景的高职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探究 

【作    者】  阳敏辉; 

【单    位】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高职教学改革内容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就是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改革,通过

改革的成功可以顺利的开展下一个课题,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新的经济发展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调整

高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课程内容。 

【年】  2017 

【期】  10 

 

28/31 

【题    名】  面向工程实践的网络管理课

程教学方式之研究 

【作    者】  廖平; 

【单    位】  广东省文艺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对于网络管理课程教学来说,

它具有教强的工程性,且相关知识涉及的也

比较广,技术更新速度也比较快等特点,因此

在教学中应有效运用问题牵引方式对教学

内容进行安排。并有效对复杂的网络系统所

面临的相关问题如何有效进行运营、管理、



 

 147

维护等为主线,进而以网络管理标准的分析

为基础,对当前主流网络管理工具和系统平

台进行有效分析与研究,进而为学生探究不

同网络环境时,提供最佳的网络管理工程实

践策略,进而保障大专院校网络管理课程教

学活动顺利开展。 

【年】  2017 

【期】  10 

 

29/31 

【题    名】  网络安全技术在高校实验室

管理中的应用 

【作    者】  彭丽丽; 

【单    位】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摘    要】  本文论述了网络安全及常用

的网络安全技术的概念,并将网络安全技术

应用到高校实验室的管理中。通过分析成就

和困难,阐述网络安全在高校实验室管理中

的重要性。为了保证高校实验室的网络安全,

要不断的创新管理工作,使实验室的网络性

能更加稳定,更好的为教学服务。 

【年】  2017 

【期】  19 

 

30/31 

【题    名】  基于移动云平台的翻转课堂

教学改革实践——以《数据结构》课程为例 

【作    者】  李荣;胡志军;裴春琴; 

【单    位】  忻州师范学院计算机系; 

【文献来源】  中国教育信息化 

【摘    要】  信息时代的问题可以用信息

手段支持下的新教学模式来解决。针对当前

普遍存在的教学现状,以"数据结构"课程教

学为切入点,研究了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教学实践证

明,此模式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

提升学生自学、协作、沟通能力,提高教学质

量。最后指出了在教学实施中需重视的问题。 

【基    金】  2016年忻州师范学院级教改

项目“高师院校《数据结构》研究性教学的

实施与探究”(JGYB201609) 

【年】  2017 

【期】  20 

 

31/31 

【题    名】  “互联网+”时代下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数据结

构》为例 

【作    者】  刘芸艳; 

【单    位】  西安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 

【摘    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技术产生,课程教学也发生了重大

的变革,尤其是计算机专业教学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笔者从《数据结构》课程教学现状

入手,探究如何在《数据结构》课堂教学中有

效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旨在提高学生

算法设计的创新能力,在分析翻转课堂与案

例教学关系的基础上,针对《数据结构》课程

内容,调整教学结构,按照"先学后教,以学定

教,教学合一"的原则,实时充分结合学情,做

到教学中既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又锻炼学生

的合作能力,经过尝试,该模式为课堂教学提

供了新的思路,对后续专业课程开发有一定

启示。 

【年】  2017 

【期】  19 

 

通信技术通信技术通信技术通信技术 

返回栏目导读 

1/39 

【题    名】  《通信原理》课程教学方式

及实验实践创新探索 

【作    者】  盛洁; 

【单    位】  苏州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

院;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在本科的教学计划中,《通信

原理》课程紧紧围绕模拟通信系统模型和数

字通信系统模型讲述现代通信的一般原理

与技术,既是通信、电子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又是一门专业性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可使学生打下良好的通信理论基础,并可初

步培养对通信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的基本

能力。本文主要探索《通信原理》课程教学

方式及实验实践创新方案,针对通信原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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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特点,分析了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

及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并以提高学生动手能

力和加强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为目标,给出

了实验实践过程中具体的创新形式和实施

方案。 

 

【年】  2017 

【期】  12 

 

2/39 

【题    名】  遗传算法在移动通信系统的

基站规划中的应用 

【作    者】  姚家甫; 

【单    位】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基站规划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规划合理,

实现最大经济效益,所以提出采用遗传算法

来优化基站规划。而通过实验仿真,也表明了

遗传算法在优化基站规划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年】  2017 

【期】  12 

 

3/39 

【题    名】  移动通信网络下视频通信的

动态非对称媒体协商协议 

【作    者】  吕韶清;杜洪伟; 

【单    位】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针对移动通信网络下视频通

信的质量要求,本文引入了动态再协商的思

想,在 SDP协议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扩展,提

出了一种适合媒体通信的动态非对称媒体

协商协议 ,该协议的基本思想是在扩展原

SDP 协议包格式的基础上,基于 RTCP 协议

实时检测网络状况,根据网络变化情况,调整

媒体协商参数,优化视频通信质量。仿真实验

结果表明:该动态非对称动态媒体算法能够

提供不同业务的媒体协商协议保障,能很好

地均衡网络负载,提高视频通信的质量。 

【年】  2017 

【期】  12 

 

4/39 

【题    名】  项目引导多任务驱动在数字

信号处理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张峰;石现峰;赵黎; 

【单    位】  西安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项目引导和任务驱动是以认

知主义、构建主义和行动学习理论为基础的

教学方法,对培养创新意识、工程应用意识及

自主学习习惯有积极作用。为解决电子信息

相关专业"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过程枯

燥、学习难度大、学生应用能力欠缺的问题,

论文将两种方法融合,结合工程项目"旋转机

械振动信号分析"和合理任务设计应用于课

程教学。 

【基    金】  西安工业大学 2015 年重点

教研项目(项目编号:15JGZ03)阶段性成果:

基于任务驱动的数字信号处理研究性教学

模式改革 

【年】  2017 

【期】  48 

 

5/39 

【题    名】  Matlab与 LabVIEW在信号

与系统课程辅助教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张国强;王斌;赵静; 

【单    位】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针对信号与系统课程理论性

强、内容抽象的特点 ,借助 Matlab 和

LabVIEW 软件辅助该课程的教学,以常见信

号的波形、卷积积分、方波分解与合成、语

音信号频谱分析等实际应用为例。教学实践

说明这两款软件的引入,可以充分调动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这种辅助教学手段能够

突破实验室在元器件、仪器仪表等硬件及功

能上的限制,使得课程实验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制约。 

【年】  2017 

【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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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题    名】  “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中的

难点问题分析 

【作    者】  陈爱萍;周娟; 

【单    位】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通信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在学科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也是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文章针对课

程理论性强、知识点多、抽象难懂等特点,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实例、类比等多种教学方

法,并运用多媒体、仿真工具等教学手段,将

抽象问题形象化、深奥问题具体化、复杂问

题简单化,为学生构建生动、轻松、多维的教

学体验空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年】  2017 

【期】  22 

 

7/39 

【题    名】  基于微信平台的移动教学设

计研究 

【作    者】  孙立群; 

【单    位】  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智能手机功能的显著提升,丰富多样的

学习资源为学习者实现移动学习提供了便

利,学习者可根据实际需求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适应现代生活节

奏。本文通过对微信端移动学习的研究,提出

了一种基于微信端的分层次的移动教学设

计的方法,为微信端移动学习课程的开发提

供了理论依据。 

【年】  2017 

【期】  46 

 

8/39 

【题    名】  关于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方

法的思考 

【作    者】  焦万果; 

【单    位】  南京林业大学;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摘    要】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和性

格特点,以及"信号与系统"课程的特征,教师

可以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

生的学习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

量。 

【基    金】  南京林业大学高学历人才基

金项目(GXL2016026) 

【年】  2017 

【期】  11 

 

9/39 

【题    名】  连续和离散时间系统方框图

的教学方法探讨 

【作    者】  唐普英;朱学勇;高原;李绍荣;

蒋亚东; 

【单    位】  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科学与技术 

【摘    要】  "信号与系统"课程总学时少

与该课程教学内容多之间存在着矛盾,挖掘

教材中相似内容并运用类比教学法可以有

效地解决上述问题。连续时间系统方框图和

离散时间系统方框图是"信号与系统"课程

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两者具有相似性。论文

首先根据连续时间系统函数的表达式,导出

3 种系统方框图表示;然后,用类比方法获得

离散时间系统函数对应的系统方框图表示。

经过教学实践,该方法可以节约宝贵的理论

教学学时,同时还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电子科技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2013XJYSL011,2017XJYJ-ZD14) 

【年】  2017 

【期】  05 

 

10/39 

【题    名】  通信电子线路课程设计“项

目式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作    者】  侯长波;蒋良茂; 

【单    位】  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实验科学与技术 

【摘    要】  "项目式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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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讲授通信电子线路课程设计创建的

教学模式。课程组以培养"卓越工程师"为导

向深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建设,经过 4 年

教学实践,基于"一提二指导三牵引"思路,提

出"项目式过程质量控制方法",构建了一个

标准化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实践表明,课程

的开设培养了学生项目研究思维,提高了学

生工程实践能力,教学效果良好,对其他课程

实验教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基    金】  哈尔滨工程大学实验教学改

革 与 实 验 技 术 研 究 立 项 重 点 项 目

(SYJG20120802);;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

(201601004024);;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6 年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JG2016BZD19) 

【年】  2017 

【期】  05 

 

11/39 

【题    名】  “移动通信实验”课程的项

目式教学模式探索 

【作    者】  秦慧平;邓洪波;吕念玲;梁仕

文;梁志明; 

【单    位】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室科学 

【摘    要】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满足

广大学生自主发展、多样化成才的需求,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实践教学培养

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以华南

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移动通信实验”课

程教学改革为契机,分析了移动通信项目式

教学改革的意义,介绍了教学改革过程中采

用项目式教学的模式及实施方案,并且对实

施效果进行了总结。实践证明,项目式教学方

法对于深化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提高高等院

校学生自主学习、多样化发展能力的培养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 

【年】  2017 

【期】  05 

 

12/39 

【题    名】  高职院校理实一体化课程特

色微课研究——以《移动通信基站建设与维

护》课程为例 

【作    者】  薛玲媛; 

【单    位】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摘    要】  理实一体化课程微课开发与

应用是高职教学改革亮点。高职课程体系基

于企业生产需求而设计,高职微课开发与应

用需充分体现出这个特点。介绍了高职院理

实一体化课程特色微课开发模式 ;以课程

《移动通信基站建设与维护》为例,探讨了高

职理实一体化课程特色微课类型与应用方

式。 

【年】  2017 

【期】  10 

 

13/39 

【题    名】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信号

与系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黄山学院

为例 

【作    者】  吕军;宁仁霞;孙剑;吕海江; 

【单    位】  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黄山学院学报 

【摘    要】  以满足市场岗位需求的应用

型人才为培养目标,针对目前"信号与系统"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环节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

具体改革思路是根据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

群建设要求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线上、线下

和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由验证性实验向设

计性、综合性实验过度;注重过程主动性学

习的考核方式。将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理

念贯穿整个教学改革过程,切实提高学生的

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基    金】  安徽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2014ZY067);; 

安 徽 省 教 育 厅 教 学 研 究 项 目

(2016JYXM0985);; 

黄 山 学 院 示 范 性 课 程 改 革 项 目

(2015SFKG03);黄山学院教学研究项目

(2016JXYJ01);黄山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

(2016JPKF06) 

【年】  2017 

【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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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 

【题    名】  基于语音信号的“数字信号

处理”课程案例教学研究 

【作    者】  陈章宝;王艳春;杨艳; 

【单    位】  蚌埠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蚌埠学院学报 

【摘    要】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类专业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教学中如何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直是

课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语音信号为研究

对象,MATLAB为实验平台,对信号的频谱分

析、数字滤波器设计等重要知识点进行了仿

真案例设计,并给出了仿真结果。通过案例教

学,让学生直观地领悟到了频谱的概念,体会

到了严谨的数学推理的实际应用过程,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应用

能力。 

【基     金】   蚌埠学院教学研究项目

(2016JYXM28);蚌埠学院实验教学与实验技

术研究项目(2016syxm11) 

【年】  2017 

【期】  05 

 

15/39 

【题    名】  基于 MATLAB 的数字信号

处理课程的教学研究 

【作    者】  纪萍;吴静妹;胡徐胜; 

【单    位】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文献来源】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摘    要】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特

点及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借助MATLAB软

件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进行改革,在学习理

论知识的同时结合MATALB仿真软件,通过

案例仿真,淡化数学公式的计算过程,注重知

识点的前后衔接。并利用软件生成趣味的动

画,演示理论公式的推导过程,增加了课程的

趣味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

生的应用能力。通过实践证明 ,基于

MATLAB 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教学方法,促进

了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基    金】  安徽省电路电子教学团队

(2016jxtd104);;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重点教改项目(z1201511) 

【年】  2017 

【期】  03 

 

16/39 

【题    名】  基于“卓越计划”的《数字

信号处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 

【作    者】  林盛鑫;赵晓芳; 

【单    位】  东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与智

能化学院; 

【文献来源】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摘    要】  为适应"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启动下的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需

要,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应用型本科

院校教学中一般存在的问题,以"积极发展,

规范管理,改革创新"为指导思想,开展以"任

务/目的"驱动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对应用型

本科高校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探讨和改革,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独

立分析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基     金】   东莞理工学院教改项目

(E2201630) 

【年】  2017 

【期】  05 

 

17/39 

【题    名】  信息类课程多元化教学与自

主学习模式探究 

【作    者】  尹晓琦;杨玉东;王林高;王士

湖; 

【单    位】  淮阴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中的概

念相对抽象,内容复杂多样。在"通信原理""

信号与系统"等多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采用以虚拟仿真技术辅助多媒体课堂教学,

推行项目化教学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并

在互联环境下通过云班课、课程网站、私播

课平台等多元化途径为学习者提供了多种

选择机会,构建互联环境下自主协同学习新

模式,对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学习的主动

性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基    金】  2015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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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立项课题“移动互联环境下信息学科自

主协同学习模式的研究”(2015JSJG130) 

【年】  2017 

【期】  10 

 

18/39 

【题    名】  软硬件结合的 TD-LTE实验

信号源设计 

【作    者】  姜胜园;华惊宇;徐志江;卢为

党;李枫; 

【单    位】  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通信网技术应用研究

重点实验室; 

【文献来源】  实验技术与管理 

【摘    要】  提出了一种设计灵活和低成

本 TD-LTE 信号源的方法。该方法利用

Agilent ADS软件设计 TD-LTE理想基带信

号,并通过同样由 ADS建模的三维衰落信道

以生成基带衰落信号,其中三维衰落信道建

模同时考虑离去角和到达角。然后 ADS 软

件通过 GPIB接口控制实验室现有的矢量信

号发生器来产生 TD-LTE 射频信号,可用于

移动通信实验课程教学以及TD-LTE设备的

测试。最后采用 Matlab 数据分析和频谱仪

测量的方式对所设计的TD-LTE信号源进行

验证,结果表明达到了设计目标。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1471322) 

【年】  2017 

【期】  10 

 

19/39 

【题    名】  高职《移动通信原理与应用

技术》课程项目化研究 

【作    者】  胡亚波; 

【单    位】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信息通信 

【摘    要】  《移动通信原理与应用技术》

这一课程,是高职院校移动通信技术专业的

一门必修的基础核心课程。这门课程生涩难

懂,在理解方面,学生普遍表示有很大的难度。

笔者对传统的《移动通信原理与应用技术》

课程的弊端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针对传统

的《移动通信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改革方案,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职移动通信课程项目

化教学建设的方案,希望以此促进课程改革,

加快实现基本知识与实际应用一体化。 

【年】  2017 

【期】  10 

 

20/39 

【题    名】  移动通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与实践 

【作    者】  章国安;朱晓军;金丽;曹娟;

邱恭安;季彦呈; 

【单    位】  南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移动通信课程是电子信息类

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随着移动通信技术

的飞速发展,移动通信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对

滞后,难以满足实际教学需要。如何使授课内

容紧跟通信技术的实际发展现状,同时提高

学生的课堂教学质量,满足学生的实际工作

需求,对于移动通信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要

求。文章深刻分析了目前移动通信课程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形式几个方面提出了

一些尝试性改革措施和建议,希望有助于提

高移动通信课程的教学质量。 

【基    金】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

程资助项目(编号:PPZY2015B135);;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电

子信息类专业交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编号:No.交教研 1602-197);; 

南通大学教学名师培育工程项目 (编

号 :MSPY201402);南通大学教学改革课题

“《光纤通信》课程教学范式改革创新方案

研究与实践”(编号:2015B34) 

【年】  2017 

【期】  19 

 

21/39 

【题    名】  基于移动互联的教学互动探

索——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 

【作    者】  陈绍炯;李淑娟; 

【单    位】  仰恩大学; 

【文献来源】  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随着全球范围无线技术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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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学习作为新型

学习方式应运而生。移动互联发展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新媒体提升课堂教学互动效果更

是当前研究热点。本文在对高校教学互动普

遍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移动互联新媒体

环境下教学关系的变化,阐述了微信公众平

台在教学互动中的优势,并提出以微信公众

平台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教学互动

策略,以期促进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教学互

动中的深入应用。 

【基     金】   仰恩大学校级课题

(JY20160006) 

【年】  2017 

【期】  10 

 

22/39 

【题    名】  基于混合式学习模式的“移

动通信”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 

【作    者】  刘玉洁;高健; 

【单    位】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新通信 

【摘    要】  混合式学习模式将传统课堂

教学和在线教学的优势相结合,是高职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依托高职通信专

业核心课程"移动通信基站工程与测试"课

程改革,应用高职教育先进理念,设计构建基

于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教学模型,经多年的教

学实践,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2015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质

量工程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粤教高函

(2016)135号 

【年】  2017 

【期】  19 

 

23/39 

【题    名】  关于在“信号与系统”课程

教学中设计“软实验”的尝试与探讨 

【作    者】  朱伟芳;石霏; 

【单    位】  苏州大学;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上旬刊) 

【摘    要】  "信号与系统"是电气信息类

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由于涉及

积分变换等较多数学理论知识,一般在教学

过程中容易侧重于理论推导,让学生产生枯

燥感。为了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相关

理论知识 ,本文就设计基于 MATLAB 和

LabVIEW 的"软实验"的尝试进行探讨,将课

程的相关理论知识"可视化",以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基    金】  2015年苏州大学高等教育教

改研究课题,青年项目,2015-49 

【年】  2017 

【期】  10 

 

24/39 

【题    名】  《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 

【作    者】  苗丹; 

【单    位】  邢台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本文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特点,分析了《信号与系统》课程在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具有应用型

特色的教学改革方法,重点在于学生应用实

践能力的培养,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上进行了研究,并且运用真实课

堂教学实践改革方法,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基    金】  2015年度邢台学院教学改革

项目立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信号与

系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GY15035) 

【年】  2017 

【期】  40 

 

25/39 

【题    名】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改革与实

践 

【作    者】  王明武; 

【单    位】  陕西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技资讯 

【摘    要】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门理

论性强、概念抽象、应用范围广的工科类专

业课程。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对“数字信号处

理”课程教学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总结,并详细

阐述和探讨了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实践教

学等方面的改革。实践证明,通过本次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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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对提高“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年】  2017 

【期】  28 

 

26/39 

【题    名】  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微课开发

与设计探索 

【作    者】  雷明东;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电子电气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快速

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进入“微”时代,而微

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也越来越受到

教育界的重视。本文以信号与系统课程为基

础,来探索微课的开发与设计,通过广泛的调

研发现,国内对信号与系统课程微课的设计

与研究还比较匮乏。鉴于此,本文首先以调查

问卷的方式对现有信号与系统传统教学方

式进行了调研,对微课和传统教学方式进行

了对比;然后对微课设计中的目标定位和内

容设计两个重点要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信号与系统微课设计一般流程和微课内容

教学设计流程模型,这为其他理工科课程微

课的开发与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年】  2017 

【期】  40 

 

27/39 

【题    名】  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信号与系

统课程中的应用 

【作    者】  占婵;张雪;徐东磊; 

【单    位】  空军预警学院;66159部队;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摘    要】  信息化教学模式是现代化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信息化教学模式可

以有效改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信息化

教学的优势,然后针对传统模式下信号与系

统课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信息化教学模式

在课程前、课程中以及课程后的运用。 

【年】  2017 

【期】  40 

 

28/39 

【题    名】  结合 Simulink的信号与系统

仿真教学 

【作    者】  郑毅;郑苹; 

【单    位】  山东工商学院信息与电子工

程学院;山东省高校感知技术与控制重点实

验室;安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高师理科学刊 

【摘    要】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信号处理与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与应

用,把 Simulink 可视化仿真技术引入课堂教

学.通过具体的实例,直观地展示了 Simulink

在信号的时域与频域分析、离散线性系统仿

真及数字滤波方面的典型应用 .这种结合

Simulink 的可视化仿真教学方式,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信号处理与系统分析的综合能力. 

【基    金】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

目(J14LN02);; 

山 东 工 商 学 院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11688JXYJ2015020) 

【年】  2017 

【期】  09 

 

19/39 

【题    名】  基于 Matlab 的信号与系统

实验平台开发研究 

【作    者】  高燕; 

【单    位】  许昌学院电气(机电)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许昌学院学报 

【摘    要】  针对信号与系统实验结果抽

象、学生难理解的特点,文中从实验平台的需

求入手 ,给出了具体设计思路 ,以及基于

Matlab 的信号与系统实验平台的具体实现.

实验平台界面友好、简洁直观、操作方便,

为信号与系统课程建设提供良好的技术支

持. 

【基    金】  许昌学院第一批转型发展建

设项目 

【年】  2017 

【期】  05 

 

30/39 



 

 155

【题    名】  项目管理在移动通信网络优

化平台建设中的应用 

【作    者】  洪康; 

【单    位】  四川公众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文献来源】  信息通信 

【摘    要】  随着我国移动通信网络发展

正式告别大规模建设时代,移动通信网络优

化日渐受到业界重视,基于此,文章就时间管

理、沟通管理、质量管理、范围管理四方面

网络优化项目管理的实施方法进行了简单

介绍,并结合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平台建设实

例就项目管理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详细论述,

希望由此能够为相关业内人士带来一定启

发。 

【年】  2017 

【期】  09 

 

31/39 

【题    名】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方

法探讨 

【作    者】  陈楚;姜晟; 

【单    位】  华南农业大学电子工程学

院; 

【文献来源】  电子测试 

【摘    要】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内容非

常丰富,使用到众多的数学工具,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当中感到枯燥。对课程当中数学工具

的简化教学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有限的

教学学时这一前提条件下。数字信号处理课

程各章节内容前后衔接的很紧凑,授课时应

当注意内容的承上启下。由于数学公式繁多,

授课时可结合实际的物理现象对课程中数

学模型进行讲解,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点有

一个直观认识。Matlab软件方便了本课程当

中数学公式的计算机计算及仿真,课堂上分

配一定的学时对该软件进行介绍,可以让学

生课后对数学公式进行计算或仿真验证,加

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年】  2017 

【期】  18 

 

32/39 

【题    名】  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分配

管理仿真 

【作    者】  安明明;王运圣;万衡;徐志福; 

【单    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电气与电

子工程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信息所;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研究所; 

【文献来源】  计算机仿真 

【摘    要】  对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进

行合理分配研究,能够有效促进无线通信网

络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对频谱资源的分配管

理,需要计算出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基本

概率分配值,确定每个用户分配的总比特数,

完成对资源的分配管理。传统方法先对子载

波进行功率分配,更新资源分配机制,但忽略

了确定每个用户分配的总比特数,导致资源

分配管理效果不理想。提出基于证据理论的

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分配算法。上述方法

先基于 Perron-Frobenius 理论组建多用户功

率自适应资源分配模型,利用证据理论设定

移动通信网络的时延、速率、丢包率评价指

标,计算出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基本概率

分配值,计算出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基本

概率分配值,确定每个用户分配的总比特数,

完成对移动通信网络频谱资源分配。实验结

果表明,所提算法资源分配精度较高,为提升

移动网络的通信资源利用率奠定了基础。 

【基     金】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2013C24022) 

【年】  2017 

【期】  09 

 

33/39 

【题    名】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

学组织形式改革与实践 

【作    者】  武晔;万永革;石砚斌; 

【单    位】  防灾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摘    要】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理论

性强、内容抽象、难度大、不易理解和掌握

的特点,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教学思

想,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系列改

革,特别是对"同质组"与"异质组"相结合的

分组教学组织形式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与应用。经过近几年的教学改革实践表明,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学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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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有了较大改善,课堂教学效率得到了

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方面

有了较大提升。 

【基    金】  防灾科技学院中央高校教改

课题“新形势下地球物理学专业数字信号处

理 课 程 的 产 学 研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

(JY2015B11);防灾科技学院第一批重点课程

建设课题(ZDJS2009010、12);防灾科技学院

校级精品课程建设课题(JPJS2016003)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37 

 

34/39 

【题    名】  移动通信虚拟仿真实验在教

学中的应用 

【作    者】  周晓红; 

【单    位】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无线互联科技 

【摘    要】  文章从传统移动通信实验教

学中存在的限制因素出发,分析了将虚拟仿

真软件引入课程的必要之处。通过分析得出,

将移动通信虚拟仿真实验引入教学之中,使

枯燥的通信原理知识更加形象,既利于教师

进行课堂内容展示,也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而提高移动通

信课程的教学效果。 

【年】  2017 

【期】  17 

 

35/39 

【题    名】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改革

探索 

【作    者】  刘岳巍;孙晓云;郝绒华; 

【单    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电气与电子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资讯 

【摘    要】  "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在高

校电气与电子类专业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何将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教学

过程中不断探索的问题。本文在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环节提出了一些改革

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河北省高等学校社科研究年

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YGH2011036);;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类教育规划项目(项目编

号:GH141096) 

【年】  2017 

【期】  26 

 

36/39 

【题    名】  信息通信虚拟仿真软件在教

学中的应用 

【作    者】  郭杰荣;黎小琴; 

【单    位】  湖南文理学院信息技术研究

所; 

【文献来源】  科技资讯 

【摘    要】  针对高等院校数字信号处理

和通信原理等课程的特点,探讨了开发信息

通信虚拟教学平台的目的,以及信息通信虚

拟教学平台的简介,并结合实例说明了信息

通信虚拟教学平台的使用情况和效果。教学

实践表明,在通信原理等课程的实验教学阶

段引入该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有利于加强

学生对技术的深入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收到了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 

【基    金】  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湘

教通[2014]247号(396));; 

湖南省光电信息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项目(湘教通[2015]274基金项目放号);; 

湖南文理学院教改项目(JGZD1611) 

【年】  2017 

【期】  26 

 

37/39 

【题    名】  翻转课堂在“信号与系统”

中的应用 

【作    者】  周芳;蒋俊正;刘庆华; 

【单    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生命与环

境科学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

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观察(上半月) 

【摘    要】  翻转课堂颠覆传统的学习过

程,实现知识传递和知识内化的翻转,在践行

"因材施教"教育理念、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方式、突出"交互式"学习体验等方面具

有显著的优势。以"信号与系统"中的"卷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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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为例,可分课前学习和课堂学习两环节

进行教学,课前学习传递知识,课堂学习分享

交流,内化知识。 

【基    金】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2016JGA200,2015JGA21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改项目(JGB201647) 

【年】  2017 

【期】  17 

 

38/39 

【题    名】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数字信

号处理技术》课程中的应用——以语音信号

为例 

【作    者】  丁文飞;孙会楠;赵建新; 

【单    位】  哈尔滨华德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摘    要】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课程内容复杂,公式和性质较多,与数学联系

紧密等原因导致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较

差的问题,提出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

课程教学。通过对语音信号进行数字化、时

域频域分析、加噪及除噪作为项目任务,完成

离散序列时域频域分析、序列运算及滤波器

设计等相关章节授课。语音信号取自个人的

录音,形象、生动,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进行

实施过程中发现缺课率明显下降,教学效果

明显提高,有待进一步推广应用价值。 

【基    金】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青年专项课题“地方高校转型期基于项

目驱动式通信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与创新能

力培养研究”(编号:GJD1215014);;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五”高等教育

科研课题“基于多元化通信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研究和改革”(编号:16G394) 

【年】  2017 

【期】  17 

 

39/39 

【题    名】  基于“雨课堂”的《信号与

系统》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作    者】  方伟伟;李鉴;黄照光;郭常盈;

徐春雨; 

【单    位】  南阳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计算机(专业版) 

【摘    要】  结合在地方二本院校信号与

系统课程教学中的体会,根据《信号与系统》

课程的特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

结合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基

于"雨课堂"的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改革实

践,包括加入"雨课堂"班级、基于任务单的课

前预习、基于"雨课堂"的课堂交互、基于复

习任务单的课后提升、数据统计与分析等环

节。实践证明基于"雨课堂"的课程教学改革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帮助学生对

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与应用

能力,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基    金】  南阳理工学院 2016 年本科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改 革 专 项 研 究 项 目

(No.HXKC2016067) 

【年】  2017 

【期】  25 

 

广告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 

返回栏目导读 

1/28 

【题    名】  微时代市场营销专业广告课

程案例教学法探析——以微电影《遇上 200%

的你》为例 

【作    者】  孙运红; 

【单    位】  河南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

院; 

【文献来源】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 

【摘    要】  营销专业学生有思维活跃、

接受信息广泛,但缺乏艺术专业功底等特点。

微时代下微电影广告为其提供了一种因材

施教的广告教学手段。针对学生特点,教师应

在了解学生需求的前提下,课前设计教学目

标、精心准备案例;课内进行启发引导;课后

要求学生归纳整理、查漏补缺,并借助于微传

播工具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以达到提高教学

质量的目的。在微电影广告案例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能动性及案例选取的合适性至关重

要。 

【年】  2017 

【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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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题    名】  大学美术教育素描基础课教

改模式分析 

【作    者】  杨媚; 

【单    位】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交际 

【摘    要】  素描基础课是大学美术专业

的基础课程之一,不仅有益于提高学生的绘

画技能,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也有

巨大的作用。然而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

我国的大学美术素描基础课教学过程存在

问题,不仅影响了素描基础课的落实效果,更

影响了学生绘画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有效提

高。本文就此展开讨论,希望能够为大学美术

教育素描基础课程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年】  2017 

【期】  22 

 

3/28 

【题    名】  试析绘画基础课与艺术设计

教学的联系 

【作    者】  刘虹燕; 

【单    位】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21世纪也被人们称为“审美

的世纪”,无论在商业、美学还是科技领域中,

艺术设计无处不在,成为反映这个时代审美

的主要元素与途径。随着艺术设计受到市场

的广泛欢迎,很多高校也相继开设了艺术设

计专业课,但是各个高校对艺术设计专业的

定位并不精准,还有很多高校认为绘画基础

课并不重要,而忽视了绘画基础课与艺术设

计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因此,本文将围绕绘

画基础课与艺术设计教学的联系进行论述

与探析,以供参考。 

【年】  2017 

【期】  10 

 

4/28 

【题     名】   实操导向下的高校

Photoshop课程教学改革分析 

【作    者】  方超; 

【单    位】  三亚学院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实操导向下的 Photoshop课

程要求提升课程设置与企业工作的联系,保

证学生学习后能够真正应用于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对学生职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分析

了实操导向下课程改革的意义及高校

Photoshop(以下简称 PS)课程教学现状,提出

本课程教学改革措施,为教学者提供借鉴,强

化课程改革效果,促进学生职业技能发展。 

【年】  2017 

【期】  10 

 

5/28 

【题    名】  色彩心理在高校美术教学中

的应用策略研究 

【作    者】  俞朝彪; 

【单    位】  福建省学校美育与艺术教育

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在高校美术教学中,色彩心理

是一门基础课程内容,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可

以借助色彩与人的情绪变化之间的联系,提

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基

于此,本文从色彩心理的基本内容出发,对色

彩心理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运用价值、影响

因素及应用策略进行探究。 

【年】  2017 

【期】  10 

 

6/28 

【题    名】  高职素描教学“任务驱动”

模式实践研究 

【作    者】  左文; 

【单    位】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

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本文主要对“任务驱动”模

式在高职院校素描课程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进行分析,并总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优

化素描教学的建议,以供相关学校和教师参

考,共同提高素描教学质量。 

【年】  2017 

【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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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题    名】  浅析计算机软件教学中对于

茶叶包装图像清晰度的设计研究——以

Illustrator软件为例 

【作    者】  刘成; 

【单    位】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信

息中心,计算机教研室; 

【文献来源】  福建茶叶 

【摘    要】  随着计算机软件和多媒体技

术的迅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逐渐向其他领

域扩展,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计算机软件在

产品包装设计上的应用。计算机软件操作灵

活、处理技术水平高,经计算机软件处理后的

产品包装图案清晰度较好、图像效果也更加

逼真,故而计算机软件在产品包装领域受到

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以 Illustrator软件为例,

研究了计算机软件对茶叶包装图像清晰度

的处理效果,总结了该软件教学的具体策略,

希望能提高茶叶包装的设计水平。 

【年】  2017 

【期】  11 

 

8/28 

【题    名】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广告政

策》探析 

【作    者】  颜运梅; 

【单    位】  广州图书馆; 

【文献来源】  新世纪图书馆 

【摘    要】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制定了

《广告政策》,包括政策目标、基本原则、声

明、范围、具体细则等。论文通过对《广告

政策》文本内容的研究发现,总结了多伦多公

共图书馆广告项目的六个特点,以期为图书

馆界提供借鉴参考。 

【年】  2017 

【期】  11 

 

9/28 

【题    名】  关于我国广告学专业教育研

究 

【作    者】  于春婧; 

【单    位】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 

【文献来源】  山西农经 

【摘    要】  我国广告事业起步较晚,底子

薄。广告学作为我国高等院校一个年轻的专

业,虽然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教育中存在很

多不合理的因素,成为我国广告业发展的制

约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促进

了我国广告行业的发展,我国对广告界人才

的需求量也增加,培养优质的广告人才成为

当务之急。本文就广告学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分析我国广告学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

且提出改善意见。 

【年】  2017 

【期】  21 

 

10/28 

【题    名】  基于新媒体时代探究广告设

计教学的创新 

【作    者】  陈媛; 

【单    位】  广东省轻工业高级技工学

校; 

【文献来源】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新媒体是一种以沟通传播为

特征,以数字信息科技为前提的创造性媒体,

属于一个逐渐改变的内容。在新媒体环境下,

大家针对媒体的以往消费行为日益被颠覆,

其中,以媒体为基础的广告和广告策划教育

在面对新媒体的发展时,就一定要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文章详细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广

告的特征,介绍了新媒体基础上国内广告策

划教育所遇到的挑战,同时针对怎样在新媒

体环境下促进高校广告策划教育的改革和

创造展开了研究和介绍。 

【年】  2017 

【期】  11 

 

11/28 

【题    名】  福州独立学院广告学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及创新思考——基于福

州地区独立学院的问卷调查 

【作    者】  陈晓霞; 

【单    位】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文献来源】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摘    要】  目前福州地区独立学院广告

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已取得初步的成果,

但还远未达到培养应用技术性人才的目的。

文章通过对福州地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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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现状进行问卷与访谈调查,对培养方向、

培养核心能力、课程设置、实践满意程度等

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

人才培养的对策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年】  2017 

【期】  11 

 

12/28 

【题    名】  论广告学专业建设校外实习

实践基地的重要意义 

【作    者】  史春艳;李晖; 

【单    位】  南京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

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

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环节,是产学研

结合模式的重要载体。广告学专业的校外实

习实践基地对系科的建设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本文结合自身专业创建的实际经

验提出一些探讨。 

【基    金】  南京艺术学院重点校级教学

研究课题项目,项目名称:《广告学系校外实

习实践基地建设模式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KY204CG 

【年】  2017 

【期】  21 

 

13/28 

【题    名】  大类招生背景下设计学类素

描课程实践性教学新探 

【作    者】  刘杨; 

【单    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设计素描作为设计学类的一

门基础性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大类

招生背景下的专业需求,改革传统素描基础

课程相对滞后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本文针

对素描的实践性教学,从设计素描概念、教学

理念、课题创新及教学形式多方面探讨设计

素描的革新,欲求走出一条在大背景教育下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专业之路。 

【年】  2017 

【期】  21 

 

14/28 

【题    名】  西安特色文化旅游项目 VI

视觉运用研究分析——以西安大明宫国家

遗址公园为例 

【作    者】  张家华; 

【单    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二十年文明看深圳,一百年

文明看上海,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

看西安,西安文明看大唐,盛唐文明看大明

宫……”本文以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VI 视觉设计为例,从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两

个部分对其设计手法、色彩应用、形象性、

国际性、主张性和共鸣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

讨,对西安特色文化旅游项目 VI视觉系统运

用进行研究分析。 

【年】  2017 

【期】  07 

 

15/28 

【题    名】  独立学院设计专业设计色彩

课程改革与实践 

【作    者】  马建华; 

【单    位】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独立学院由于办学历史不长,

缺少教学积累,在艺术设计的设计色彩课程

教学中一般都还是沿用一本、二本或高职院

校的教学模式,由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及生源

的区别,教学中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缺乏特色

等不足。所以,对设计色彩课程进行改革与探

索,是当今独立学院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工作

者所面临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设

计色彩前后缀课程间的优化与组合、设计色

彩课程训练与专业设计课程要求相融合、设

计色彩课程教学中强化创意色彩思维训练、

设计色彩课堂训练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四个

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对独立学院从事设计

基础课程教学的同行具有一定的借鉴及参

考价值。 

【年】  2017 

【期】  07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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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浅析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造型

基础教学改革 

【作    者】  牛玉玺; 

【单    位】  西安欧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项热门专

业,同时也是一门集艺术、科学、技术为一体

的综合性学科。在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活动

中,造型基础和专业课程是分开进行教授,由

于不同教师对于课程的授课方法不同,导致

造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衔接性差。本文

主要对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造型基础教学活

动进行研究,分析现阶段教学活动中的不足

以及如何进行基础教学改革。 

【年】  2017 

【期】  07 

 

17/28 

【题    名】  数字化专业建设与教学效果

的实践探讨——以长江职业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广告系为例 

【作    者】  毕丹; 

【单    位】  长江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在当前教育行业信息化的大

背景下,数字化专业建设能够创造新的教学

和工作模式。信息技术不仅服务于高效严谨

的管理,服务于教育教学的资源积累,也服务

于教育教学实践,并具备开放意识,体现为时

空上的开放、学习伙伴的开放和共享以及解

决问题的开放。 

【年】  2017 

【期】  07 

 

18/28 

【题    名】  大数据营销传播实战教学创

新的北大模式 

【作    者】  陈刚;张梦鸽; 

【单    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

委;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献来源】  传媒 

【摘    要】  要使广告学教育紧跟技术变

革的步伐,适应当下的营销传播环境,培养出

专业的广告人才,需要对传统的教育教学进

行数字化改革。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

告学系的大数据营销传播实战教学创新,为

当下广告学教育变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年】  2017 

【期】  21 

 

19/28 

【题    名】  以色彩构成课程为例浅析艺

术设计专业精品课程建设 

【作    者】  王悦; 

【单    位】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摘    要】  教学改革和研究过程中,不仅

需要相关教育工作者建设课程,开展和教学

改革与研究相关的项目,而且需要给课程建

设出谋划策,紧密联系课程建设和艺术设计

的专业课程,确保课程教学的效果,提升教学

的质量。本文简析色彩构成对于艺术设计的

专业精品课程建设重要性,着重分析色彩构

成的课程与各个专业课程相结合的效果,同

时把色彩构成作为实例分析艺术设计专业

的精品课程建设对策,以培养出艺术设计的

专业人才。 

【基    金】  2013年度兰州财经大学教学

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校级,项目名称名称:

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构成教学改革研究——

以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色彩构成课为例,

项目编号:20130222 

【年】  2017 

【期】  11 

 

20/28 

【题    名】  基于“大广赛”的广告设计

课程实践教学研究——以天水师范学院广

告设计课程为例 

【作    者】  韩琦; 

【单    位】  天水师范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广告设计课程是艺术设计专

业的必修课程,但在我国,不少高校的这门重

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

题。因此,本文以天水师范学院广告设计课程

教学为例,探讨如何基于“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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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赛”这一平台进行该课程实践教学,从而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最终培养

出市场认可的广告人才。 

【年】  2017 

【期】  09 

 

21/28 

【题    名】  地域文化在高校广告设计课

程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周凡;蒋琨; 

【单    位】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广告设计课程

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地域文化及其与

广告设计之间的联系为出发点,提出在课堂

中以及实际的案例中融入地域文化特征,实

现广告设计的另一种创意思路。 

【年】  2017 

【期】  09 

 

22/28 

【题    名】  网络语言文案对广告注意和

感知的影响 

【作    者】  刘世雄;毕晓培;贺凯彬; 

【单    位】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营销系; 

【文献来源】  心理学报 

【摘    要】  网络语言作为广告文案经常

被应用于营销实践中,但少有文献探讨此类

应用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大学

生被试,基于信号理论和情感迁移理论来分

析网络语言文案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于广告

的注意和感知。研究 1通过眼动实验考察网

络语言广告文案对被试注意的影响。结果显

示,相较于标准语言,网络语言广告文案吸引

了受众更多的注意,但在广告观看时间有限

的情况下,会减少受众对于广告图片的注意。

研究2采用问卷方法考察网络语言文案对广

告信任和产品评价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结

果显示,网络语言文案会提升消费者对于广

告产品的评价,这一效应受到受众的感知广

告有趣性的部分中介。另外,网络语言文案会

降低消费者的广告信任,这一效应受到受众

的感知广告严谨性的完全中介。本文还讨论

了研究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和营销实践的意

义。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1572116) 

【年】  2017 

【期】  12 

 

23/28 

【题    名】  如何在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学

内容改革中融入客家文化 

【作    者】  李海;凌小红; 

【单    位】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营管理者 

【摘    要】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全国各地

涌现出了很多新的课程改革模式。但任何一

种模式都不可能实用全国各地,关键的是要

找到一种符合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本

文概述了客家文化特色,阐述了在艺术设计

专业课程学内容改革中融入将客家文化特

色的有效措施。 

【年】  2017 

【期】  31 

 

24/28 

【题    名】  基于应用创新型人才需求的

设计色彩课程教学革新 

【作    者】  马静; 

【单    位】  西南交通大学; 

【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设计色彩课程是艺术类设计

院校基础必修课。随着社会需求多元化,市场

需要大量优秀的色彩设计师。文章提出应将

新的设计教学理念系统而科学地融入设计

色彩课程,制定一个合理而趋于完善的设计

色彩教学体系,与市场刚性需求紧密结合起

来。 

【年】  2017 

【期】  21 

 

25/28 

【题    名】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素描

教学改革的研究 

【作    者】  原坤; 

【单    位】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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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素描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

业课程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必修的基础课

程,而素描的教学独特性十分明显。对于高职

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素描教学改革,始终要

遵循职业教育培养的模式。文章提出,要高度

重视传统素描训练的内容,并综合衡量学生

实际的情况,确保能够实现素描教学的改革

效果。基于此,文章将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

作为研究重点,阐述其素描教学改革的相关

内容,希望对其素描教学的改革有所帮助。 

【年】  2017 

【期】  21 

 

26/28 

【题    名】  案例教学法在 Photoshop课

程中的应用研究 

【作    者】  杨思萌; 

【单    位】  集美工业学校;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本文通过"案例教学法"在计

算机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 课堂教学

中的综合实践与应用,主要针对Photoshop课

程的特点,深入剖析了"案例教学法"在实际

教学中的应用以及注意事项,总结提高计算

机图形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具体

方法。 

【年】  2017 

【期】  31 

 

27/28 

【题    名】  Photoshop 基础与案例教程

课程设计与开发探讨 

【作    者】  赖新萍; 

【单    位】  江西省冶金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 

【摘    要】  <正>近几年来,江西省冶金

技师学院非常重视教学改革,在全院上下推

进课程教学改革工作。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教研室在吸收国内外课程教学改革先进经

验和结合笔者学院学生情况的基础上,大胆

进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性地提出"六要

素、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实践中取得较好

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此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

说明。一、"六要素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的

主要内容"六要素、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分

成"六个要素" 

【年】  2017 

【期】  31 

 

28/28 

【题    名】  基于视觉素养培养的广告设

计课程实施方案 

【作    者】  席彬; 

【单    位】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本文从视觉素养的内涵及广

告设计课程分析出发,探讨了视觉素养的构

成要素,阐述了培养视觉素养的必要性,揭示

了其在广告设计教学、对学生的视觉感知、

认知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提出了面向视觉素养培养的广告设计课

程实施策略。 

【基    金】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5—2017 年度职业教育研究立项课题(项

目编号 XHGZ2015025) 

【年】  2017 

【期】  31 

 

影视动画影视动画影视动画影视动画 

返回栏目导读 

1/21 

【题    名】  基于翻转课堂的三维动画课

程教学分析 

【作    者】  代钰洪; 

【单    位】  成都大学;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三维动画课程传统教学方法

存在着课堂时间利用率低,学习不够深入等

弊端。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式进行三维动画

课程教学,能够扩充学生学习时间,促进师生

间相互交流,培养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 

【基    金】  成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资助课题(cdjgb2017019)阶段成果 

【年】  2017 

【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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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题    名】  二维动画中项目实践与专业

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作    者】  王伟; 

【单    位】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师范学

院;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随着我国动画产业的崛起与

发展加快,每年需求的专业人才数量不断上

涨,如何使学生能够真正在动画产业中发光

发热,是动画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动

画专业教育要重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

能力,本文将针对二维动画项目实践与专业

教学的结合教学法进行分析,对二维动画专

业教学如何应用在具体的项目之中提出了

看法,对动画类专业在实行项目实践与专业

教学相结合时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年】  2017 

【期】  21 

 

3/21 

【题    名】  地方民族文化在动画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作    者】  沈宇峰;刘瑞阳; 

【单    位】  辽宁科技大学; 

【文献来源】  电脑迷 

【摘    要】  地方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弘扬地方民族

文化,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并具有深远

的意义。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富有多样性,为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资源,利用动画发展传统民族文

化是对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的重大创新表现。

同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科技

的发展,全球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这给我国

经济各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

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地方民族文化在

动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分析出其中的问题

并提出有效对策,对于提升我国动画产业的

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年】  2017 

【期】  11 

 

4/21 

【题    名】  动漫高职教育在新媒体背景

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    者】  李晶; 

【单    位】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摘    要】  随着我国互联网和移动媒体

的快速发展,给动漫产业特别是漫画产业带

来了较大影响,随之市场需求与职业岗位要

求都产生了变化,在新媒体背景下我国漫画

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而对于高职动漫

专业教学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才能做

到实效性改革与到位的教学实践,完成“从企

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基本思路,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岗位要求为标准,做好课程设置

与教学升级,更好的引导实践教学,实现高职

院校有效人才的培养与输出,成为具有重要

实践引导意义的研究课题。 

【年】  2017 

【期】  21 

 

5/21 

【题    名】  高职动漫教学与动漫产业的

有机结合研究 

【作    者】  蒙少武;卢钢强; 

【单    位】  广西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随着我国动漫产业的快速发

展,我国高职院校开始重视动漫教学。而想要

将高职动漫教学和动漫产业有机地结合起

来,就要改进当前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现状,真

正意义上和动漫产业接轨。本文通过对当今

高职院校的动漫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提出高职动漫教学与动漫产业有机

结合的措施。 

【年】  2017 

【期】  07 

 

6/21 

【题    名】  高职院校动漫专业教师下企

业顶岗实践的感悟与体会 

【作    者】  沈巧娜; 

【单    位】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教师顶岗实践是职业院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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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提升专业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途

径。本文结合笔者的顶岗实践情况及学习心

得与体会对教师下企业顶岗实践进行了针

对性的总结。 

【年】  2017 

【期】  07 

 

7/21 

【题    名】  新世纪韩国动画——国家策

略引领与产业崛起 

【作    者】  孙玉成;伍婷;金美珍; 

【单    位】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东西大

学数码内容学部; 

【文献来源】  民族艺术研究 

【摘    要】  2000年后韩国动画产业成功

突围走向国际的重要因素是以政府的支援

政策及其制定的相关促进法为基础,在商业

上形成了世界性市场,在产品内容上形成风

格多样、层次丰富的国际化作品。韩国动画

从业人数少、国内市场狭小,资源有限。韩国

政府通过设立中央与地方文化产业振兴院

等专门机构——对内积极鼓励 TV动画、动

画短片、动画前沿领域探索,以丰富其动画类

型、拓展本土动画国内市场占有率;规范韩

国动画市场,资助动画产业的企划、投资、制

作、营销、消费、人才培养等产业链建设。

对外鼓励韩国动画金融投资公司携韩国动

画制作公司积极展开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

作取得海外市场、获得人力资源、提高内容

地域兼容性,逐渐适应国际市场,提高动画产

品的国际认可度。通过韩国政府的引导及动

画行业者的努力,韩国动画完成了合理的产

业布局,获得了国际认可与产业突围。 

【基    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研究

项目(项目编号:YB2015019)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05 

 

8/21 

【题    名】  高等院校中动画专业教学管

理与质量监控研究 

【作    者】  王景双; 

【单    位】  大连科技学院; 

【文献来源】  戏剧之家 

【摘    要】  高等院校中,动画专业的管理

与质量监控的方式有很多,如何更直接、更科

学地设计是我们不断研究的方向。在多年的

教学当中发现,一个良好的管理运行系统是

必不可少的,承载着教师和学生的整个运行

状态和成效,是专业发展不断更新与完善的

依托。 

【年】  2017 

【期】  21 

 

9/21 

【题    名】  材料动画《格》视觉元素在

创作中的实践应用 

【作    者】  贺鑫晨; 

【单    位】  重庆文理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科技 

【摘    要】  材料动画《格》是一部针对

平面化制作元素进行逐帧摆拍的实验短片,

故事情节的逻辑发展是通过元素间的形态

不断变化,由点、线到面的马赛克拼合形式组

装而成,在创作的立意上强调造型构成美感。

同时,采用站立平拍的制作方式在具体制作

过程中对于方块元素的组合、变形、粘贴以

及运动轨迹节奏感等的尝试,存在一定的探

索意义。 

【年】  2017 

【期】  09 

 

10/21 

【题    名】  浅析项目教学法在 Flash动

画制作中的实施效果 

【作    者】  张海琦; 

【单    位】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动画是一门横跨艺术和计算

机技术的重要学科,Flash 动画制作相应成为

计算机应用专业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其对培

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具

有重要作用。文章简述了项目教学法在

Flash 动画制作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并对

其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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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21 

 

11/21 

【题    名】  能力目标体系下具有动漫艺

术特性的配音人才培养初探 

【作    者】  张慧鑫; 

【单    位】  三亚学院传媒与文化产业学

院; 

【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动漫配音是当下热门的专业

方向,然而人才稀缺反映出人才培养的不足。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教学体系设计是动漫

配音人才培养的核心,这种设计必须符合动

漫配音的艺术特性。文章以能力目标为指向,

提出符合动漫艺术特性的配音人才培养方

案设计思路和专业实践路径。 

【年】  2017 

【期】  21 

 

12/21 

【题    名】  从当代艺术角度审视色彩基

础教学 

【作    者】  武非; 

【单    位】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 

【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在讨论绘画艺术的色彩基础

训练时,离不开对当下艺术发展的关注和解

读。在教学中,教师应当从形态、色彩、材料、

观念、视觉经验等多种角度出发,以对色彩的

理性认知为基础,以当代艺术为参照系,打开

视野、努力探索,满足以多元化、创造性为特

点的艺术教育的需要。 

【年】  2017 

【期】  21 

 

13/21 

【题    名】  高校中国画教学中融入传统

文化的思考与实践 

【作    者】  邓伟明; 

【单    位】  韶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教育 

【摘    要】  传统文化是中国画艺术存在

和发展的母体,然而在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

统文化教育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使教学陷入

了瓶颈。鉴于此,文章从高校中国画教学中融

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谈起,就具体的融入路

径进行分析,以期提高高校中国画教学水平。 

【年】  2017 

【期】  21 

 

14/21 

【题    名】  虚拟现实时代三维动画改革

对策 

【作    者】  方慧; 

【单    位】  武汉传媒学院; 

【文献来源】  山东工业技术 

【摘    要】  在近几年媒体技术迅猛发展

的当下,虚拟现实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而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虚拟现实动画在现今虚拟

现实时代运用非常广泛,如城市规划、医用、

军事与航天工业、工业仿真等方面。作为提

供技术创新人才的高校,对于虚拟现实课程

较落后,如何调整三维动画课程,以适应行业

需求,将三维动画专业优势与虚拟现实结合,

提高三维动画教学成果,是三维动画发展的

新课题。对此,将三维动画课程全面打通,结

合后期合成课程,完成虚拟现实时代三维动

画课程改革,提升我院在虚拟现实时代三维

动画教学质量。 

【基    金】  2017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虚拟现实时代三维动画

教育模式改革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

号:17G120 

【年】  2017 

【期】  21 

 

15/21 

【题    名】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 3D动

画场景平面设计 

【作    者】  傅建明;鲍艳; 

【单    位】  江西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文献来源】  现代电子技术 

【摘    要】  针对当前方法难以获取 3D

动画场景完整正确的信息,存在计算复杂、三

维动画场景连续性较差的问题,提出基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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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实技术的 3D动画场景平面设计方法。

该方法先在空间中建立代表动画场景深度

信息的网格节点,将摄像机坐标系与世界坐

标系的坐标进行变换,得到关于动画场景图

像候选网格节点的深度坐标值;利用动画场

景的深度图像进行预处理以平滑噪声,获取

动画场景图像的三维点云;根据动画场景图

像特征点与三维点云之间的关系得到动画

场景图像的三维特征点,利用 ICP 法完成动

画场景图像点云的精确配准,由此建立3D动

画场景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

效提升3D动画场景的重建精度,且具有较强

的实时性及稳定性。 

【年】  2017 

【期】  21 

 

16/21 

【题    名】  3D MAX动画中材质参数的

数字水印算法 

【作    者】  李亚琴;方立刚; 

【单    位】  江苏省现代企业信息化应用

支撑软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文献来源】  现代电子技术 

【摘    要】  为了保护在线多媒体数字资

源的版权,提出一种针对 3D MAX三维动画

的数字水印方案。选定动画中的材质参数作

为水印嵌入位置,首先将若干有效材质参数

组成一个矩阵,对此矩阵进行小波变换,得到

逼近分量和细节分量,其次将水印信息进行

PCA 分解,然后将小波变换后得到的逼近分

量与 PCA 分解得到的第一分量进行数据融

合,最后用融合得到的逼近分量与原始细节

分量进行小波逆变换,从而将水印嵌入到材

质参数矩阵中,用新矩阵中的元素来重新设

置材质,得到嵌入水印的三维动画。实验结果

表明,算法简单易行,水印隐蔽性好,抗攻击性

能强且扩展性好。 

【基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1201338);; 

江 苏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BK2012164);;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十二五”

规划课题(15SEW-Q-055) 

【年】  2017 

【期】  21 

 

17/21 

【题    名】  “项目+竞赛”需求下动画

专业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 

【作    者】  王平; 

【单    位】  黑龙江工商学院; 

【文献来源】  知识经济 

【摘    要】  动画专业课程对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要求非常高,而传

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只照顾到动手操作能力

的培养,而无法兼顾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对

现有教学状况进行分析,以学生的创新和动

手综合能力培养作为课程目标,将各类实践

项目和动画竞赛引入课堂教学,可以激发学

生在创作方面的潜能。 

【基    金】  黑龙江工商学院校级立项课

题,课题名为《“项目+竞赛”需求下动画专

业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 ,课题编号

JX2016007 

【年】  2017 

【期】  21 

 

18/21 

【题    名】  民族题材动漫的发展与机遇

——“第二届中国民族题材原创动漫作品大

赛暨全国民族题材动漫研讨会”综述 

【作    者】  杨利民; 

【单    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

系; 

【文献来源】  当代电影 

【摘    要】  <正>为庆祝内蒙古艺术学院

建校60周年,鼓励民族题材动漫创作,探讨民

族动漫产业的发展,繁荣民族原创动漫艺术

创作和研究,2017年9月12日,由国家动漫创

意研发中心、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美术

家协会、《当代电影》杂志社、内蒙古动漫

学会联合主办,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

系、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动漫艺委会、内蒙古

自治区动漫产业研发与人才培养基地共同

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题材原创动漫作品

大赛暨全国民族题材动漫研讨会"开幕式暨

颁奖典礼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南校区演艺厅

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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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11 

 

19/21 

【题    名】  应用于展示空间的实景动画

教学设计 

【作    者】  郭奇; 

【单    位】  中国美院上海设计学院;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摘    要】  <正>实景动画是动画和真实

景物的结合,其早期的技法是实景拍摄电影

和动画的结合,形式表现为定格动画或真人

卡通合成电影;现在则是通过投影技术将动

画在实景实物上展现,同时增加交互效果;未

来实景动画的主要呈现形式,将会是增强现

实技术和全息投影。作为新媒体艺术中的一

员,实景动画在传统影视媒体的基础上加入

了装置、空间设计、AR、交互等技术,成为

跨学科跨平台的新媒体形式,在将科学与艺

术完美结合的同时,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

限。 

【基    金】  中国美术学院课题“应用于

展示空间的实景动画教学设计”(YB2015005)

的研究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20 

 

20/21 

【题    名】  创业创新下的高校动画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方向研究 

【作    者】  李东庆; 

【单    位】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艺术系; 

【文献来源】  艺术评鉴 

【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

革,现代阶段逐渐推出实施创新、创业形式的

教育,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进行创业教学非常

重要。创新是一个发展的动力,培养具有创新

能力的人才,也是初级社会发展的关键。而创

新教育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重要措施,目前

在各个教育阶段都在实现创新教育。本文主

要是分析培养动画人才创业创新能力,以及

实现动画教育创新的对策。 

【年】  2017 

【期】  20 

 

21/21 

【题    名】  基于就业导向的高职动画专

业课程体系研究——以动画造型设计课程

为例 

【作    者】  王烨飞; 

【单    位】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摘    要】  本文针对基于就业导向的高

职动画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将以动画造型

设计课程为例,从现阶段高职院校的学生就

业情况入手,根据对企业的要求标准的分析,

最后提出提升高职院校的课程设计质量的

相关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提升我国高

职动画专业课程教学水平提供参考性建议。 

【年】  2017 

【期】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