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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计算机应用技术（游戏软件开发）专业核心课程《J2ME 手机游戏开发与设计》从 2007

年开始建设，2009 年该课程获教育部计算机教指委优秀课程，2010 年获广东省精品课程

称号，到 2012 年为止这是移动应用开发领域的唯一的省级精品课程，原精品课程网站访

问量超过 10 万人次。2013 年课题组成员在《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省级精品课程的

基础上，申报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2014 年 5 月 26 日《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

精品资源共享课获立项建设，建设类型为升级改造。建设重点为原精品课程网站案例库的

丰富与完善，企业项目实例的运用，以及 Moodle 平台的应用，课程资源建设进一步完善

与逐步升级，专业核心课程在 J2ME 的基础之上逐渐向面向智能手机的 Android、H5 课程

转移，网络课程平台也由原 Moodle 平台升级到德实平台和超星学习通平台。

1 指标完成量化情况

本项目为 2013 年广东省质量工程精品开放课程项目。项目任务书规定的建设任务有

四个子项目，共计 11 个验收点，建设内容完成率为 100%。

2 主要成效

（1）本课题的课程改革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师团队紧跟移动应用技术发展，从 J2ME

到 Android，再到现在的 H5 移动应用开发，不断的进行新技术课程资源开发。在教学方

法和手段上积极进行改革，从企业的软件开发流程和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不断改进

与丰富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情境中积极主动地完成项目教学的具体任务，寓学

于乐。学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对教学质量评价较高。

（2）成立了游戏开发工作室引入企业共建校内专业技术工作室，承接企事业单位外

包项目，学生应用创新能力明显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遍得到提高，受到用人单位的

欢迎。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 3）课程组根据移动应用开发技术发展情况，在德实网络学习平台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4889603）上及时开发相对应课程内容，增加

了 Android 游戏开发、H5 游戏开发等课程资源。2018 年《Html5 与 CSS3 程序设计》和

《Android 开发基础》两门课程获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3 经费情况

学校配套经费为5万元，已全部到位。已支出49745.30元，其中课程网站建设费7089.00

元，调研差旅费 3970.00 元，会议费 17286.30 元，课程资源建设费 21400.00 元，经费使

用率为 99.49%。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4889603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11 11 100%

主要建设任务2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

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建

设

《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 1个
无

MOODLE 自主学习平台创建

与使用

由于学校网站迁移升级，

MOODLE 平台已停用，现使用德

实平台和超星学习通平台

无

课程内容 J2ME、Android、Html5 课程内

容（共 139 个）
无

课程模块
游戏策划、游戏设计、游戏测

试、游戏运营与发布 4个课程

模块内容（共 24 个）

无

拓展资源

视频库 108 个 无

案例库 103 个 无

项目库 82 个 无

开发工具库 14 个 无

学习参考手

册
11 个 无

试题库 690 道题 无

在线自测/考

试系统
1个 无

学习和交流

工具
1个 无

网络课程 1个 无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共

建精品共享资源课程

充分利用广州 3GUU 科技有限

公司、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
无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2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任务书等，

下同）确定。



圳）有限公司、广州中软职业

技能培训有限公司广州飞瑞敖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第优软

件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东软睿

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校企合

作资源，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产学融合，探索校企合作共建

课程的模式，培养适合企业岗

位职业能力要求的人才。

组建手机游戏设计与测试专业

工作室，提升课程团队的社

会服务能力

依托本课程教学团队组建手机

游戏设计与测试专业工作室，

承接企业外包项目，提升课程

团队的社会服务能力，同时将

外包项目带入课程教学中。

无

深化与企业的合作，打造一

支知识结构合理、行业职业

特点显著的教学队伍，校企

共建课程、共享建设成果

与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建设广东省校外实践

基地，形成校内和企业工程师

组建的师资队伍，建设期间两

名教师获得副教授职称，企业

工程师参与课程建设

无

教学资源的更新与完善

因计算机专业新技术变化快，

专业方向不断根据企业需求调

整，根据教学内容的更新以及

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不断更

新课件 PPT、习题库、教学录

像、网站建设素材等教学资源，

建设能基本覆盖课程教学标准

的教学资源库，确保学生随时

都可以获取得到相关的资源开

展课程知识点与技能点的学

习。

无

参加各类技能竞赛，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及校内各

类技能大赛获得奖项几十项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预期成果（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建设一个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网站

已完成一个精品资源共享

课网站的建设
无

建设一套形式丰富多样、

数量庞大、结构合理、支

持教学的教学资源库

平台涵盖教学各方面的优

质资源一套，资源丰富
无

承接企业外包项目，服务

地方。

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介

连南特色，完成手机游戏

《瑶族之子》、手机动画

《千年瑶寨》、手机彩信

《瑶寨新春》等作品。

无

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大

赛并获得相关奖项

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及校

内各类技能大赛获得奖项

几十项

无

发表研究论文 1-2 篇 发表论文 2篇 无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课程网站资源展示、建设清单统计表

2. 游戏外包项目作品一览表

3．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工作室作品统计表

4. 在该课程的带动下，目前专业拥有省级课程资源建设项目 2 门，校级精品课

程 4门，在建网络课程项目 4门，初步形成了专业精品课程群。

5．教学团队主持的教改课题统计

6．教学团队教学科研论文统计：

7．出版教材 1本：

8．课题建设过程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比赛获奖情况统计表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1.本课程成果的实践和应用，受到学生的欢迎。

手机游戏专业核心课程内容从建立初到现在已经进行三次较大调整，2005

级专业主要以 Java、Flash 编程为主，2007 级则主要调整为基于 J2ME 开发手机

应用，2010 级则在 J2ME 的基础之上开设了面向智能手机的 Android 课程，2015

级则在 J2ME、Android 的基础之上开设了面向 H5 课程。本课题的课程改革受到

学生的欢迎，学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对教

学质量评价较高。

2.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遍得到提高，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学生的软件开发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目前，本专业毕

业生分别进入广州盈正（3GUU）、动网先锋、拉阔游戏、酷狗、网易、宇龙计算

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对口就业，部分学生快速成长为公

司骨干，担任项目组主策划、部门主管和主程序员等重要职位，如 15 届毕业生

陈创奇同学毕业一年，现为公司主策划，月工资收入达 8000 元，朱雄喜同学半

年不到成为项目组长，工资收入达到 5000 元，陈润兴同学在游戏客服与测试岗

位，很快晋升为 VIP 客服。95%的用人单位对近三年本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

评价较高，许多手机游戏企业纷纷来校提前预订毕业生。

3.因本课程为移动应用领域课程，而移动互联网正处于高速发展，极速变化

的时间，根据专业定位和移动应用发展趋势（2014年 J2ME游戏淡出市场，Android

平台快速普及的变化，2016 年 Android 平台开发需求下降，H5 移动应用开发快

速普及的变化），故本课程在专业技术工具上无法象其它经典课程那样有很多积

累和推广，需要不断的进行新技术课程资源开发，更新旧资源。

在本项目建设经验基础上，专业承担的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Android 应用开发》资源库建设项目，并出版了《Android

应用开发》教材。目前专业核心课程在向移动前端开发方向调整。J2ME 内容已

被淘汰，在本课程资源库中新增了专业核心课程 Android 技术、H5 游戏开发相

关课程资源。



在该课程的带动下，目前专业拥有省级课程资源建设项目 2门，校级精品课

程 4门，编写校本教材 3本，在建网络课程项目 4门，初步形成了专业精品课程

群。

4. 老师队伍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通过企业挂职、外出进修和内部

培训等多种形式，使课程组老师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青年

教师李德平、单红丽、丁知平三年内快速成长为课程团队的骨干力量和主讲教师；

团队引进的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昆（迅雷看看项目经理）、郑霖娟（迅雷

看看测试经理）很快成为了课程团队的主要力量和主讲教师；课程组关丽霞、李

德平老师获得了副教授职称。

5. 教学方法和手段先进，工学结果效果显著。课程组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

积极进行改革，从企业的软件开发流程和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不断改进与

丰富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情境中积极主动地完成项目教学的具体任

务，寓学于乐。主要有“项目驱动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启发与互动”

教学法，以及“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激励教学法”，应用效果良好。

课程组老师指导多位学生在省级、国家级各类大赛中多次获奖，如在第三届

“蓝桥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团队赛中获省一等奖 1个，全国总决赛获二等奖 1

个。第四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网软件设计大赛获高职组“APP 开发与设

计”赛项三等奖。2017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

发项目获二等奖。

6.探索构建准公司的“专业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并逐步完善了管理

制度，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本专业开展生产性实训的机制。成立了游戏开发工作室

引入企业共建校内专业技术工作室，承接企事业单位外包项目，学生应用创新能

力明显加强。专业工作室共承接约完成 30 个项目，培训 2000 多人次，产生各类

作品约 3000 个，获得各类奖项 20 多个。工作室完成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手机游戏

的项目库，为学生和自学者提供了更好的自学条件。

7.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主动服务地方经济，根据学院与连南县签署的《连南

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政产学研合作协议》，与共青团连南瑶

族自治县委员会合作，利用手机游戏开发、手机彩信等制作大量宣传连南民族文



化和旅游等的作品，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介连南特色，完成手机游戏《瑶族之

子》、手机动画《千年瑶寨》、手机彩信《瑶寨新春》等作品。为共青团广东省

委员会完成《空牙之战》、《高音钢琴》、《密室潜逃》等 10 款手机游戏，获

得好评。

8. 课程资源建设有成效。《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建设访问路径：（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4889603）。

资源建设清单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格式

1 J2ME 课程内容 30 个 PPT、素材、源码等

2 Android 课程内容 79 个 PPT、素材、源码等

3 Html5 课程内容 20 个 PPT、素材、源码等

4 课程模块 35 个 PPT、素材、源码等

5 视频库 108 个 AVI、MPG、SWF 等

6 案例库 103 个 RAR、PDF、SWF 等

7 项目库 82 个 RAR、PDF、SWF 等

8 开发工具库 14 个 RAR、软件安装包等

9 学习参考手册 11 个 DOC、CHMF 等

10 试题库 690 道题 单选、多选、判断、简答、编程题

11 在线自测/考试系统 1个 得实网络平台

12 学习和交流工具 1个 得实网络平台

13 网络课程 1个 得实网络平台

《Html5 与 CSS3 程序设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访问路径：

德实平台：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855883）

超星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0824900.html）

《Android 开发基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访问路径：

超星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14194044.html）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4889603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wv/5855883


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4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5

5 5 100% 4.97453 99.49%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子项目名称
学校自筹资金 合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小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小计

1. 网站建设费 0.4 0.2 0.6 0.4 0.2 0.6

2.课程资源建设费 0.7 0.7 1.4 0.7 0.7 1.4

3. 会议费用 0.2 0.2 0.4 0.2 0.2 0.4

4. 差旅费用 0.2 0.2 0.4 0.2 0.2 0.4

5. 其他 0.15 0.05 0.07 0.15 0.05 0.07

合计： 1.65 1.35 3 1.65 1.35 3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收 入 支 出

科目 预算数（元） 实际数（元） 科目 金额（元） 备注

学校配套 50000.00 50000.00 1.调研差旅费 3970.00

2.会议费 17286.30

3.网站建设费 7089.00

4.课程资源建设费 21400.00

经费来源

合计
50000.00 50000.00 经费实际支出合计 49745.30

经 费 结 余 254.70

（学校财务盖章）：

年 月 日

4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5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因本课程为移动应用领域课程，而移动互联网正处于高速发展，极速变化的时间，

根据专业定位和移动应用发展趋势（2014 年 J2ME 游戏淡出市场，Android 平台快速普

及的变化，2016 年 Android 平台开发需求下降，H5 移动应用开发快速普及的变化），故

本课程在专业技术工具上无法象其它经典课程那样有很多积累和推广，需要不断的进行

新技术课程资源开发，更新课程内容和资源。

移动应用专业课程团队在原有课程开发理念的基础上，加强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

课程内容，从 J2ME 到 Android，再到现在的 H5 移动应用开发，不断的进行新技术课程

资源开发。更新教学资源，形成一定的试题库、项目库、作品库，打造课程开发技术团

队，不断开发新技术课程，形成专业课程群，加大课程网络资源的使用力度。2018 年

《Html5 与 CSS3 程序设计》和《Android 开发基础》两门课程获校精品开发课程建设项

目。课程建设也需不断深化，后续建设的主要设想与工作如下：

1、不断完善课程教学网络资源，确保资源的不断更新与提升。

2、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强化学生自主学习与可

持续发展。

3、拓展对外辐射的途径，加大课程示范带动作用工作力度。

七、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签名：

年 月 日



八、项目校内结题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

校内结题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九、学校委托验收专家组意见6

学校委托验收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校内结题和验收是否合并开展 是 否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十、项目校内管理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6 仅委托学校组织验收的项目，需要填写本部分表格；各高职院校受省教育厅委托组织开展省级验收时，可将校内结题

和省级验收结合起来开展。


	课程组老师指导多位学生在省级、国家级各类大赛中多次获奖，如在第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团队赛中
	6.探索构建准公司的“专业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并逐步完善了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本专业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