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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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获奖、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校企合作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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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项目申报、开题、研究至今，项目团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累计取得且
不限于以下成果：

1.构建了移动应用开发专业课程体系
研究制定并实施了 2019-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2.建设了精品课程
完成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校级结题 2门，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结题验收 4门，

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结题验收 2 门，校级在线开放课程验收 2门，校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立项在建 1门。

3.建设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
已组建校级教学团队 1 支，4 人参与省级名师工作室建设并结题，完成校级名

师工作室建设和专业教师工作室建设验收各 1人，完成校级专业领军人才建设 1人，
认定校级农村科技特派员 1人，建设校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1人。

4.建设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实践教学基地
建成省级生产性公共实训基地 2 个且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项目 1个、校级实践教学基地项目 1个。
5.探索产教融合，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新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3份，先后聘请 6家企业的多名工程师来校为学生授课及

开展项目实训，与多家企业保持长期深度校企合作，扎实推进校企双元育人，长期
坚持推动企业实际项目进课堂。

6.师生获得省级以上各类奖励
师生累计获得校级以上各类奖励（项）达 39 人次，其中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
7.获得多项教育教学改革和科研成果
通过验收省级教改项目 2项、校级教改项目 4项、省级科研项目 3项、校级科

研项目 2项；新立项大数据技术省级高水平专业群项目 1项、省级普通高校特色创
新类科研项目 2项、市级教育科研项目 1 项、校级教改项目 2项；完成 1+X Web 前
端开发职业技能考证试点专业任务 1项。

8.发表教科研论文
发表教科研论文 7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1篇。
9.教材
主编教材《java 程序设计实用案例教程》1本并作为校本教材。
10.获得软件著作权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11.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特色研究总结报告 1份

√ √ √

√

√

√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项目团队根据“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特色研究”课题研究内

容和计划开展研究，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条主线，多渠道多途径全方位探索与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一套完整、可操作、可持续、具有本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体

系，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并在改革实践中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一）构建了移动应用开发专业课程体系

先后制定并不断修订了专业 2019 级至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核心课程标

准,构建了专业课程体系。专业在立项校级品牌专业建设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基

础上获广东省第二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大数据技术专业群群内专业之一。

（二）建设了 11 门精品课程

关丽霞老师主持的《J2ME 手机游戏设计与开发》和丁知平老师主持的《数据库

应用技术》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通过校级验收；李德平老师主持的《JAVA WEB 应用

开发》、单红丽老师主持的《Java 程序设计》、丁知平老师主持《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关丽霞老师主持的《photoshop 图像处理》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通过验收；杨振宇

老师主持的《C语言程序设计》和郑霖娟老师主持的《软件测试技术》2门校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通过结题验收；关丽霞老师主持的《Html5 与 CSS3 程序设计》校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正在建设，李德平老师主持的《JAVA EE 项目实战》和郑霖娟老师

主持的《Android 开发基础》校级在线开放课程通过验收。

（三）建设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

李德平主持了校级移动应用软件开发教学团队项目建设和校级专业领军人才项

目建设，专业领军人才项目已完成并提交了期满考核材料；李德平、丁知平、杨振

宇、叶海成为广东省覃国蓉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并通过考核验收；校级丁知平名师工

作室、杨振宇教师工作室项目通过验收；杨振宇老师被认定校级农村科技特派员；

专业外聘教师罗文强获校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建设；李德平受聘为学校教指委

委员、学校督导团督导、市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市知识产权局专家和市软件行业

协会专家；教师参加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累计 36 人次，企业顶岗锻炼累计 5 人、18

个月，构建起了学习型、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升。

（四）建设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实践教学基地

建成省级生产性公共实训基地 2 个且被认定为国家级：信息技术与创意设计共

享型公共实训中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创业公共实训中心，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项目 1个（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校级实践

教学基地项目 1个（移动应用开发研究与实训中心），较好满足了专业学生校内外实

践教学需要。

（五）探索产教融合，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新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3份，先后聘请 6家企业的多名工程师来校为学生授课及

开展项目实训，与多家校企合作企业保持长期合作，扎实推进校企双元育人，长期

坚持推动企业实际项目进课堂。充分调动社会、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

的积极性。邀请市职教联盟专家和专技委专家对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课程体系、

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定。将优秀合作企业实际项目搬进课堂开展课程实

训，累计 700 余名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学生收益，部分同学还获得企业的奖学金。

（六）师生获得省级以上各类奖励

师生累计获得校级以上各类奖励（项）达 39 人次。李德平和丁知平老师获评校

级优秀教师，李德平获评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校级教师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



三等奖，李德平主持党支部获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杨振宇老师主持获省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和市科学技术协会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李德

平、郑霖娟、关丽霞、丁知平获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市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先进

集体等。

组织师生参加了诸如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包括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HTML5 交互融媒体内容设计、web 应用软件

开发、软件测试、小程序开发、区块链技术应用等赛项），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信

创职业技能竞赛数据库管理员赛项，第 10、11 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

业人才大赛校内选拔赛、省赛和决赛，“国基北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暨泛

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第八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网软件设计大奖赛，

累计获全国三等奖 2项，省一等奖 1项、二等奖 9项、三等奖 12 项。

（七）获得多项教育教学改革和科研成果

项目团队通过验收省级教改项目 2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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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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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教改项目 4项（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与特色研究、移动应用开发校级品牌专业（资源库）、“Html5+CSS3 程序设计”课程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基于 CDIO 的“Android 开发基础”课程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实践探索）、省级科研项目 3项(大数据环境下的隐私保护及其关键技术的研究、

粤北地区基于云计算技术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创新支撑平台的研究与实现、网络攻

击视角下信息资产及其威胁情报的大数据管理系统)、校级科研项目 2项（信息化教

学新媒体技术应用研究---以程序设计类课程为例、支持语义评测的程序设计自主学

习平台）；参与新立项建设大数据技术省级高水平专业群项目 1项；主持新立项省级

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科研项目 2项（面向高职院校学生的“区块链+”创新创业服务

支撑平台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互联网+背景下基于Java的轻量级电子商城类Web

应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市级教育科研项目 1项（高职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

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校级教改项目 2项（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诊改工作机制创新研究——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21 年度课程思政示范建

设项目（Html5 与 CSS3 程序设计））；主持完成 1+X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考证试点

专业任务 1项。

（八）发表教科研论文

项目团队发表教科研论文 7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1 篇。具体包括：1+X 证书

制度下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考证试点的研究与实践，“互联网+”背景下高职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基于岗位核心能力的《软件测试技

术》课程设计与实践，基于 Java Map 的素数方阵求解优化，具有自适应行为的粒子

群算法研究，校企协同育人背景下的清远市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研究综述，

大数据背景下的隐私保护关键技术的研究。

（九）主编教材

雷育铭老师和李德平老师共同主编了教材《java 程序设计实用案例教程》1本，

53.8 万字，并作为校本教材。

（十）获得软件著作权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软件著作权包括：面向高职院校学生的‘区块链+’创新创业服务支撑平台、数

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协会数据业务管理系统、风机营销管理系统；实用新型专利包

括：一种电子商务用计算机扫码装置、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储存装置、一

种新型用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多功能计算机。



二、主要特色

（一）扎实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把企业实际项目引入课堂，开展协同教学。

校企联动，充分调动了社会、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的积极性。与广州易第优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清远摩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企业工程师来校为学生

授课；与北大课工场华大集团、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 2018 级移动

应用开发专业开展为期 2周的移动应用开发综合项目实训；与北京千峰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狼码教育科技公司合作分别在 2019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 1班和 2班开

展为期 2周的移动移动应用开发综合项目实训，都受到学生好评。

（二）构建与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的四级能力培养模式。

在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专业构建与实施了基于工作过程的四级能力培养模式，

如图 1所示。

图 1基于工作过程的四级能力培养示意图

（三）组建融企业元素的移动应用开发工作室，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组建由学校老师、企业项目经理和优质学生成立的移动应用开发工作室，承接

软件开发项目、软件测试项目、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等，培养优质学生。如图 2所示。

图 2组建融企业元素的移动应用开发工作室

（四）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手段和方法，促进人才培

养改革与质量提高。

1.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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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与工作

相结合



学等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广泛运用了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注重学生职业养成教育，增强学生

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改革手段，如得实网络教学平台、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

台，探索翻转课堂、慕课和混合式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

式。

3.校企互派互驻互聘人员。如专业聘请深度校企合作企业—广州为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资深工程师来校为 2016 级学生讲授专业核心课程《JAVA EE 项目实战》，

并参与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制定、教学资源建设等。

4.多家合作企业赞助和参与指导校内外各类专业技能竞赛。

在多家合作企业的赞助和参与指导下，专业师生积极参加了各级各类专业技能

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软件杯”、“蓝桥杯”、“联

合信息杯”、“高校杯”等。

5.与实际接轨，组织师生赴合作企业参观、考察和学习。

专业与合作企业一起组织多批次多班级在校生赴企业参观、考察和学习，听报

告，了解企业文化，体验生产实践过程和公司产品等，收获良多。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一、项目研究过程材料
（一）开展行业企业调研
（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
（三）项目开题、研讨与教研
二、项目成果材料
（一）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
（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 2019 级为例，内含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岗位能力
分析报告、毕业生就业与跟踪调查报告、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三）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立项或结题资料
（四）教学团队建设相关资料
（五）实践教学条件建设相关资料
（六）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合作协议或过程资料
（七）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获奖证书
（八）教改或科研论文
（九）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特色研究总结报告
三、其他佐证材料
（一）教改科研项目
（二）教材
（三）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
（四）2019-2021 年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学生报到率和初次就业率名列前茅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移动应用开发 706

计算机应用技术 60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该项目研究主要应用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培养上，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为社会、行业、企业输送了大批优质人才，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企业

需要的人力资源与学校的人才供给无缝对接。企业获得能用、好用，并且具有提升

潜力的人才供给，招聘到优秀员工。学生具备的专业技能、能力以及综合素质都能

够符合行业企业需求。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学生能顺利就业，甚至

高薪就业，老师教育教学水平和教改科研能力获得提高。概况如下：

1.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扎实推进了校企双元育人。与广州为学、广州易第优、

清远摩尔、北大课工场、广州粤嵌、北京千峰、广州狼码等公司合作，聘请企业工

程师到校任课，将实际项目带进课堂。与深圳宇龙公司合作共同建成了广东省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深入推进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

革，系统制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核心课程标准。

3.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

教学等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广泛运用了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注重学生职业养成教育，增强了学

生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教育厅职业技能竞赛、

省人社厅信创职业技能竞赛、发现杯、蓝桥杯、“国基北盛”杯等专业技能大赛，获

得优异成绩。根据大赛改革教学内容，大力推进以赛促学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专

业技能水平。

5.建成了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具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精湛技

能、有仁爱之心“四有”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加强了教师专业技术培训、教育教学

能力培训、企业顶岗实践，培养了既能上讲台又能下企业的双师型校内骨干教师。

项目团队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比赛获省级一等奖，主持的各级各类教改科研项目获得

立项或结题验收，还申请了软件著作权合实用新型专利，获得省级和校级教学成果

奖。

6.建设了一批优质教学资源

建立了满足移动应用开发专业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校级以

上优质教学资源，出版了教材。

7.建成了省级公共实训中心且被认定为国家级

通过加强生产性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很好满足了教学、实验实训、岗位技能

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创业创新和技术服务的需要，成为教、学、研、用、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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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