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网站教学资源、教学模式、论文、竞赛获奖、专利等。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1、电子设计素质培养的资源库：教学资源库一套、学生学习成果等。

主要网站有：电子设计专练平台：职教云平台

单片机学习网站：学习通

电机传动控制与 PLC:学习通

自动化生产线：学习通

2、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核机制等方面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3、项目负责人参加省级及以上技能竞赛，获得省级竞赛三等奖以上的奖项 17 项多。

其中 2019 全国大学生电子产品设计大赛，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省一等奖，2020

年广东省电子产品设计大赛获一等奖。

4、发表论文 5篇。申报相关专利 6件。

二、主要特色

（一）以学生活动为中心

在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电子产品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学模式里，课堂上以学生活动

为主，教师讲授为辅，让学生在丰富多元的学习活动( 如提问答疑、合作讨论、同

伴协作、项目实践等) 中交互协作完成项目任务。教师全过程指导辅助，充当学生

身边的观察者和指导者，随时准备与学生探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



深化“先学后教” 项目式学习是根据项目学习设计的需要，通过不断变化教和

学的关系，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完成规定的教学目标。构建项目式学习共同体，

可以通过调整教学目标设计和教学效果来调整教和学的关系，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始终处于“主导—主体”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让个体化学习真正发生。在《基

于学习共同体的电子产品设计课程》整个教学过程由完成不同的项目任务来驱动，

以单个项目的原理图、仿真图和程序编制以及硬件电路的制作与调试贯穿于整个课

程教学过程的始终，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围绕项目前期的的原理图的绘制来组织、

展开。任务驱动是《电子产品设计课程》等应用型课程较为适合的教学方法。而基

于学习共同体的电子产品设计课程改革所采用的研讨式学习模式实践性强，学生在

进行复杂任务时，让学生分组讨论，相互帮助，解决问题。构建适合当前教学环境

的项目式学习共同体，是学生深度学习的重要途径，是深化“先学后教”的重要手

段。

（三）创设个性化学习环境

创设“学习情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根本。理论知识的生成和应用离

不开真实的实践操作，不论哪种专业，都应强调教学方式的体验性和开放性，针对

未来岗位要求，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模拟和再现真实的职业工作环境。

课前学生有效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节奏，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知识难点，可反复观看

视频，结合自身的学习能力，进行不同广度、深度的个性化学习；课上学生结合课

前深度预习的学习内容与同学、教师进行交互，以扩展和创造深度的知识；课后教

师可通过微信、QQ 等网络交流工具与同学进行互动沟通，了解彼此之间的收获与疑

问，学生从而提高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直至将知识点理解透彻。

应通过各种技能大赛、创新创业项目、承担企业委托课题等，提升团体的学习研究

能力和操作实效性，充分体现“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做一体”等行动导

向的实践教学，在教学设计中融入真实职业案例和工作项目，让学生能够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明确职业职责、提升实践能力。

（四）现代师生关系:学习共同体,教学相长、生师互动的学习共同体。

它是师生之间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畅通沟通交流、分享学习资源、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的良好载体，能够在师生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并营造轻松

的、创造性的学习文化氛围，最终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愿景。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指导学生竞赛成绩突出，自 2018年 9月以来总共获得一类比赛省级比赛一

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二类比赛省级一等奖 5项，二等奖 3项，国

家级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参加 2019年学校教学能力比赛教学设计赛项《变速

器组件设计》获三等奖。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盖印单位）

获奖

等级
类别

本人

排名

2018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三等奖 一类省极 第二

2017-2018年度广东省职业技能

大赛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三等奖 一类省极 第一

2019年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现代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三等奖 一类省极 第一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广东省教育厅 一、三等奖 一类省极 第二

2021年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现代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二等奖 一类省极 第一

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二等奖 一类省极 第二

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一等奖 一类省极 第一

2018年第九届“蓝桥杯”广东赛

区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一等奖1个 二类省极 单独

2018年第九届“蓝桥杯”广东赛

区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二等奖1个 二类省级 单独

2018年第九届“蓝桥杯”全国总

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二等奖1个

二类国家

级
单独

2019年第十届“蓝桥杯”广东赛

区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一等奖2个
二等奖1个

二类省级 单独

2019年第十届“蓝桥杯”全国总

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三等奖1个

二类国家

级
单独

2020年第十一届“蓝桥杯”广东

赛区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一、三等奖

各 1个
二类省级 单独

2020年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

总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二等奖1个

二类国家

级
单独

2021年第十二届“蓝桥杯”广东

赛区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一、二等奖

各 1个
二类省级 单独

2021年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

总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心等
三等奖1个

二类国家

级
单独

2019年教学能力比赛教学设计赛

项《变速器组件设计》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校级 第三



2、2018年立项“电工考证设备研发与自制”校级项目，指导的广东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音响设备旗舰店”2019年验收通过。

3、项目负责人项目期内独著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篇，其中一篇为北大

核心，如下：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及刊号 发表时间
本人

排
备注

《多功能数字电路实

验仪的设计与实现分

析》

《电子世界》

ISSN1003-0522/CN11-2086/TN

2018年8月
（下）总第

550期
第一

《基于单片机的简易

水情检测系统装置》

《电子制作》

ISSN1006-5059/CN11-3571/TN

2018年 12
月（上）总

第 364期
第一

《基于职业技能竞赛

的高职电气自动化专

业课程体系》

《海外文摘》

ISSN1003-2177/CN11-1820/Z
2019年4月
下 ， 总 第

751期
独著

论文《关于 2017年全

国大学生电子竞赛M
题设计》

设备管理与维修

ISSN1001-0599/CN11-2503/F

2019年8月
上第 8期
（总 453
期）

独著

论文《高精度定位系统

的摩擦力自适应前馈

补偿》

《电气传动》

ISSN1001-2095/CN12-1067/TP

2021年2月
第51卷第4
期（总第

378期）半

月刊

第一 北大核心

4、以学院名义授权专利 6项：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1
一种具有自身防护功能的电子围栏

报警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8 2 1016822.9

2 一种高低压计量柜接线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8 2 1213719.3
3 一种用于弯制线耳的工具 实用新型 ZL 2018 2 1233463.2
4 一种刷卡型电烙铁控制电路 实用新型 ZL 2018 2 1239623.4

5
一种具有散热功能的防脱落式 PLC

控制器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ZL 2019 2 0376095.5

6
一种多功能的机电一体化自动控制

装置及系统
发明专利 ZL 2020 1 0626608.0

5、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核机制等。（见成果材料）

6、教学资源库: 单片机学习网站、电机传动控制与 PLC 网站、自动化生产线网站等。

（见成果材料）







注：1.表格不够可另附纸。2.须附项目成果材料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由学校教

改项目管理部门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学校结题或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范新灿 教授 计算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510607396

丁立
教授/二级学

院院长
药学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719299293

宁培淋

土木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副

教授

土木建筑工程施

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602486876

李玉甫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570950527

杜宏丽
教授/教务处

处长
高职教育教学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3822213307

专家组意见

2022 年 4 月 30 日—5月 3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教务科研处组织专家组进行通

讯评审项目，专家组通过查阅了相关材料，形成意见如下：

1.项目材料符合要求；

2.研究成果达到预期目标；

3.经费使用合理。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长签章

2022 年 5 月 7 日

学校负责部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