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本课程从2007年校级精品课程立项以来，课题组一直持续实施教学改革与实

践，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结合课程教学团队承担的科研教改课

题不间断地开展研究工作，涉及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考试方法等，逐步完善课程资源库，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建设过程中，与十余家企业深度合作，实现课程教学与岗位要求的有

效对接。 

本课程2011年通过校级精品课程验收，2018年通过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验

收，2019年获得学校“优秀网络课程”称号。 

自2015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立项至2020年初，项目团队紧紧围绕精品资

源建设开展工作，建设了丰富的课程资源，100%完成了申报书、建设任务书的内

容，资源也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推广应用。 

2019年主持教育部第二批职业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资源库子项目

《MySQL数据库》建设工作，2020年开始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转到本资源库

平台上，并按国家精品资源的标准新建设了丰富的课程资源，视频、动画、微课

等资源共计605个，已有25所高职院校使用本子项目资源（微知库

https://jsjzyk.36ve.com/?q=node/86463/teach   账号 13726998093   密码 

Aa123456）。 

本课程的预期目标已 100%完成，甚至大部分超额完成。经费 5万元全额到账，

目前使用了 5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建设期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主编出版 1

部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教材、副主编教材 2部；发表相关论文 5篇；指导学生

获省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3 次、三等奖 12 次；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 1 项；获得学校优秀网络课程称号；获得软件著作权 13 个、实用新型

专利 4个、申请发明专利 2个；结题或立项的省级以上课题 5个。 

https://jsjzyk.36ve.com/?q=node/86463/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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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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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 1个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 1个 无 

自主学习平台 1个 自主学习平台 1个 无 

12个单元知识点学习、课程

习题 

17个单元知识点学习、课程习题 无 

单元测试题 10套 单元测试题 20套 无 

强化训练题 8套 强化训练题 16套 无 

综合测试题 10套 综合测试题 14套 无 

职场训练案例 6个 职场训练案例 21个 无 

课程介绍 1份 课程介绍 1份 无 

课程标准 2份 课程标准 2份 无 

授课计划 2份 授课计划 2份 无 

考评方式与评价 2份 考评方式与评价 2份 无 

重点难点指导 20个 重点难点指导 20个 无 

电子教材课件 20份 电子教材课件 197份 无 

项目分析 2份 项目分析 3份 无 

常见问题说明书 20份 常见问题说明书 23份 无 

实践练习题 20个 实践练习题 24个 无 

习题作业 20份 习题作业 37份 无 

实训项目 20份 实训项目 25份 无 

案例 14个 案例 21个 无 

课程电子教案 20份 课程电子教案 2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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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0个 项目 14个 无 

素材资源 20个 素材资源 22个 无 

专题讲座 4个 专题讲座 8个 无 

试题 20套 试题 24套 无 

课程设计案例指导书 2个 课程设计案例指导书 3个 无 

动画库 1个 动画库视频 1个 无 

实训指导书 1个 实训指导书 4个 无 

电子教材 1个 电子教材 2个 无 

课外项目练习 1个 课外项目练习 6个 无 

企业项目题库 1个 企业项目题库 9个 无 

知识技能题库 1个 知识技能题库 13个 无 

精品资源共享学习资源库 1

个 
精品资源共享学习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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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职教桥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清远摩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新伦智慧科技（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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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组建名师工作室，提升课程

团队的社会服务能力 

获得学院名师工作室并优秀通

过验收、专业工作室、广东省农

村科技特派员，清远市软件行业

协会副会长、清远 IT专家，为

相关企事业单位做技术报告、技

术支持、项目验收与可行性评价

等社会服务。 

无 

教学资源的更新与完善 
不断更新课件 PPT、习题库、网

站建设素材等教学资源，建设能
无 



 

基本覆盖课程教学标准的教学

资源库，特别是 2020年后通过

建设教育部专业资源库子项目

《MySQL数据库》，使得资源大幅

度新建与更新，新建视频、动画、

微课等资源共计 605个，资源的

使用学校有 25所，教学过程都

在资源库平台上清晰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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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践基地已通

过广东省教育厅验收。同时还与

其他十余个公司深度校企合作，

共建课程及师资队伍建设。 

无 

开发一部数据库教材或数

据库实训自编讲义 

主编：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教

程（东软电子出版社）；副主编：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教程（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副主编：

Photoshop CS6 图像处理实用教

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 8月）；参编专著：NoSQL

数据库入门与实践（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 2018.2）；编写数据库

实训指导、课程实验讲义等。 

无 

充分应用课程教学平台及

信息化方法与手段，开展在

线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 

近几年开设课程的班级都充分

运用平台进行线上教学，线下共

享平台的优质资源。2019年课程

平台获得学校“优秀网络课程”

称号。2020年后通过建设教育部

专业资源库子项目《MySQL数据

库》，新建视频、动画、微课等

资源共计 605个，资源的使用学

校也有 25所，教学过程都在资

源库平台上清晰的呈现。 

无 

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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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各类技能大

赛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共 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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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个教育部

职业教育专业资源库子项目

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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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

目立项至2020年初，项目团队

紧紧围绕精品资源建设开展

工作，建设了丰富的课程资

源，100%完成了申报书、建设

任务书的内容，资源也得到了

较好的教学推广应用。 

2019年主持教育部第二批职

业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资源库子项目《MySQL数据库》

建设工作，2020年开始省精品

资源共享课的建设转到本资

源库平台上，并按国家精品资

源的标准新建设了丰富的课

程资源，视频、动画、微课等

资源共计 605个，已有 25所

高职院校使用本子项目资源 

无 

建设 1本数据库应用技术

的适合高职学生的教材或

自编讲义 

主编：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

教程（东软电子出版社）；副

主编：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教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S6图像处理实用

教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 8月）；参编专著：NoSQL

数据库入门与实践（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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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各类技能

大赛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共 20余项 

无 

发表研究论文 1-2篇 发表论文 5篇 无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 课题建设过程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1.1  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电

脑知识与技术 2018 年 6 月） 
1.2 基于工作过程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精品资源课的改革与实践（福建电脑 2018
年 6 月）. 
1.3  IGSA-LSSVM 软测量模型预测燃煤锅炉 NOx 排放量（北大中文核心  计量学

报 2018 年 5 月） 
1.4 一种多目标的粒子群算法的研究（北大中文核心 科技通报 2018 年 7 月） 
1.5 建构主义在高职计算机专业能力本位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计算机教育 2017 年

9 月） 
 
2  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比赛获奖情况、教学成果奖情况: 
2.1  获得广东省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5 项 
2.2  获得 2021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3  数据库应用技术获学院优秀网络课程（2019 年） 
2.4  获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2019 年） 
 
3 课题建设过程公开出版教材情况： 
3.1 主编：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教程（东软电子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3.2 副主编：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教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3.3 副主编：Photoshop CS6 图像处理实用教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4 课题建设过程获得软件著作权情况： 
4.1  自动排课系统 v1.0 
4.2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 v1.0 
4.3  个人理财管理信息系统 v1.0 
4.4  网络在线考试系统 v1.0 
4.5  农产品销售管理信息系统 v1.0 
4.6  汽车零配件库存管理信息系统 v1.0 
4.7  协会数据业务管理系统 
4.8  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4.9  阿麦甜品电子商务系统 v1.0 
4.10  支持代码自动评测的程序设计自主学习平台 v1.0 
4.11  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v1.0 
4.12  协会数据业务管理系统 v1.0 
 



 

5 课题获得专利情况： 
5.1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窥视的计算机屏幕 
5.2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计算机大数据平台用记录装置 
5.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计算机大数据平台用控制柜 
5.4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新型用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多功能计算机 
5.5  申请发明专利两项：一种面向于大数据发布的隐私保护系统及方法、 

一种计算机数据加密系统及方法 
 
6 课题建设过程结题课题情况： 
6.1  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8 年 3 月结题验收，

广东省教育厅。 

6.2  主持：广东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创新型高职

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19.12） 

6.3 主持：大数据环境下的隐私保护及其关键技术的研究，2021 年 12 月结题验

收，广东省教育厅。 

6.4  主持：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广东

省教育研究院  2020 年结题） 

6.5  主持：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结题（2018.6）：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6.6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020 年 4 月 
6.7  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7.11） 
6.8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广东省教育

研究院  2020 年结题） 
6.9  Java 程序设计校级精品课程验收通过（2018.5 校级） 
6.10  JAVA WEB 应用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验收通过（2018.7 校级） 
6.11  C 语言精品课程结题（2020 结题 校级） 
6.12  软件测试精品课程结题（2020 结题 校级） 
6.13  高职院校信息技术专业群专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验收通过（2018.7） 
6.14  互联网+视角下程序设计类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验收通过

（2018.7） 
6.15  支持语义测评的程序设计自主学习平台验收通过（2018.12） 
 

7 课题组建设研究的立项课题列表 
7.1  主持教育部 2019 年第二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MySQL 数据库

项目实训》 
7.2  主持 2021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立项 
7.3  主持 2018 年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和科研项目立项 
7.4  参与 2021 年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大数据技术专业群） 



 

8 课题建设过程参编专著情况： 
8.1 参编软考专著：NoSQL 数据库入门与实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8.2 参编软考专著：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5 天修炼（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8.3 参编软考专著：信息安全工程师 5 天修炼（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7 年 3
月） 

9 课题建设期间开展的校企合作 11 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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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不断丰富、完善 

课程充分利用当时的信息化和网络技术，展示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宽广的拓

展资源。包括课程说明、课程导航、及课程资源三大模块。课程说明模块包括：

课程定位，课程概述，针对学习者群，学习者入门导航，教学实施方式，教学评

价方式，教材资源。课程导航模块是网络课程的核心，除了对每一学习情境内容

有详细的解说之外，对每个学习情境都设计了学习目标，内容简介，重点难点，

典型例题，释疑解难、自测练习，内容非常丰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使用。课程资源模块包括:学习方法，知识小结，在线测试等。 

2．课程开发主体的改革，更能满足职业教育的要求 

为了使课程更具有针对性与适用性，在课程开发中，一改以往课程开发主要

由学校专职教师完成的现象，在本门课程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从大纲的确定，教

材的编写到课程教学的组织实施，都邀请企业专家与工程师共同参与，形成“学

校、企业”双元开发主体，使课程既能满足岗位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要求，又能够

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3．持续的课程内容与体系的改革 

（1）通过教研推动教学改革，每年不定期举行多次教学研讨或教学观摩，研

讨教学内容、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和教学方法。一次还要邀请已学过该课程和正在

学习该课程的同学代表参加，征求他们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任课教师教学效

果的意见。针对学生的意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进行适当的改动。 
（2）根据职业岗位、专业、任务群的能力培养要求，确立针对性、适用性、

可行性的课程体系，根据市场调查和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对教学内容进

行了多次调整，本着理论知识够用的原则，调整课程内容，大量删减不必要纯理

论性的章节，适当增加工作时用得上的操作性强的实践知识，为学生毕业后从事

研发及相关职业岗位做好充分准备。 

4.课程组成员综合能力迅速提高  

课程组紧跟职业教育形势，明确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职业教学就是解决

学生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课程组一致认为，现代职业教育，教师要具备教育

能力、教学能力和职业能力。团队树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

想，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未来需要组织和实施教学，做到“因材施教，按需施

教”。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探索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工作过程组织教

学内容，注重学生在实践中、在协作中建构知识与技能，在独立完成项目中自主



 

学习，总结经验与教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传授知识、满堂灌式教学，学生由被

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课程组成员由最初的参与型，发展为建设型。教师通过组

织“说课”活动、实践教学比赛、市场调研等方式，使课程组成员学历结构、职称

结构、双师素质结构都有了较大改善。 

5．教学方法改革 

课程组成员从科研的特点和高职学生认知规律出发，不断改进与丰富教学方

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积极主动地完成项目教学的具体任务，寓学于乐。在

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采用启发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等灵活多种教学方法。这几种教学方法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引

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不仅让学生全面学习了数据库操作的整个工作过程，

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团结协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能力。  

6．考试方法改革 

由单一评价变为多元评价，淡化教育教学与评价之间的界限。学生总成绩=

期末知识评价(40%) +实践技能考核(40%)+平时作业与考勤等(20%)。实践技能考

核成绩(40%)评定：实践技能鉴定成绩以实验、实训为主。实验课以教学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和实验报告质量技能鉴定为依据，两者各占 50%；实训课教学以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各环节的技能考核、实训报告质量为依据，三者分别占 30%、50%、

20%。根据事先制定的评价标准，小组学生互评评分与教师评分相结合对学生进

行综合评价，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平时成绩(20%)：依据学生的

学习态度、参与活动过程的表现与活动结果、存在的问题、作业、实验报告、考

勤等进行综合能力考核。 

7．项目成果的应用情况、全省示范和推广应用情况 

   自校级精品课程到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再到教育部职业教育计算机信息管

理（大数据技术）专业资源库子项目《MySQL 数据库》建设，本课程历经十几

年的建设，本课题建成一套涉及多方面的丰富的优质资源，各类教学视频、动画、

微课、学习指南、试题、项目和专题讲座等一系列资源都较为完善。 

本课程2011年通过校级精品课程验收，2018年通过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验

收，2019年获得学校“优秀网络课程”称号。 

自 2015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立项至 2020年初，项目团队紧紧围绕精品资

源建设开展工作，建设了丰富的课程资源，100%完成了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申报

书、项目建设任务书的内容，资源也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推广应用，地址是：



 

http://218.16.143.198:8008/suite/solver/classView.do?feature=courseSite&action=co

urseResourceList&siteKey=252177&cleanSession=true&portalId=H&courseKey=2521

73&menuNavKey=5969180。 

2019年主持教育部第二批职业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资源库子项目

《MySQL数据库》建设工作，2020年开始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转到本资源库

平台上，并按国家精品资源的标准新建设了丰富的课程资源，新建视频、动画、

微课等资源共计605个，已有25所高职院校使用本子项目资源（微知库

https://jsjzyk.36ve.com/?q=node/86463/teach   账号 13726998093   密码 

Aa123456）。 

使用课程的学校名单（共25所学校）：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山东力明科

技职业学院;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

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清华大学;运城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市职业大学;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青年职业学院;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其中，广东省内使用本课程的学校有（共5所学校）：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城市职业学院。 

本课程的预期目标已 100%完成，甚至大部分超额完成。经费 5 万元全额到

账，目前使用了 5 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建设期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主编

出版 1部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教材、副主编教材 2部；发表相关论文 5篇；指

导学生获省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3 次、三等奖 12 次；获得广东省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获得学校优秀网络课程称号；获得软件著作权 13 个、实

用新型专利 4个、申请发明专利 2个；结题或立项的省级以上课题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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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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新灿 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3510607396

2 丁立
教授/二级学院

院长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3719299293

3 宁培淋
土木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副教授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602486876

4 李玉甫 高级工程师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570950527

5 杜宏丽
教授/教务处处

长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3822213307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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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 年 5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