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名单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1 职业教育“慕课”发展分析与应用策略研究 汪治 刘红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院

2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提升办学水平的对策
研究

林夕宝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3 信息化教学下，职业教育教材出版的创新和思考 周欢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
中职学校教师素质现状及提高策略—以旅游服务类

教师为例
宋丽娜

大连教育学院职业成人教师教育中

心

5
“互联网+”下的成人自主学习研究—利用APP应用
的移动学习

马开颜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6
高职《数控编程与加工》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
——以“国际象棋‘兵’的数控加工”教学为例

宋嘎 山东职业学院

7
基于IPAD的职业高中数学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探
索

车菲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8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中职数学中的
运用

穆伟明 石家庄技师学院

9
信息化与PBL模式下大学生英语听力混合教学实证

研究
梁勇 成都工业学院

10
基于网络影视课件学的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教
学悬念机制初探——以《幼儿音乐活动》影视课件
为例

崔文静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1 高职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保障对策 许建民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2
现代信息技术在《服装生产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以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为例

庄鹏姬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13 基于手机移动学习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胡存华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4 论高职院校中翻转课堂学说的实践运用 庄可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15
中等职业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江苏省
涟水中等专业学校创新教育纪实

颜廷财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16 信息时代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与优化
潘建萍 钟禹霖 
凌志杰 陈小兵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7
基于微课的中职数学信息化教学的实践——
以《集合的运算之交集》为例

刘秋女

18 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中职数学课堂模式创新研究 冼家俊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19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职《vis设计》教材建设研究 毛峰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名单

1 对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的调查与思考 于  红
大连教育学院职业成人教师教育中
心

2 信息时代的高职英语教学创新 申志华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

3 高职《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探索 张信、何伟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 大数据时代下的当代职业教育研究 王妍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基于PAD的教学模式探讨 刘佳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6
创新视野下现代教育技术与中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孙琳琳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7
网络环境下的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在高职日语教学中
的应用与评价—基于日本经验

翁嘉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8
基于网络环境的高职英语分层教学实证研究——以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胡小礼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9 高等职业教育的信息化教学探讨 王茗倩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0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彭新竹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 翻转课堂在高职电气专业英语教学中的研究 徐艳蓉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在设备维修教学中的实践
与探索

屈刚 苏州技师学院

13 信息技术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赵林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14 数字时代下的高职商业英语1+1教学模式探索 郑嫣然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WPP学院

15
EOP语境下的1+1模式小班化英语教学个案研究——
以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WPP学院为例

唐晓芹 郑嫣然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WPP学院

16
信息时代环境下的服饰设计电脑表现艺术教学方法

改革探索
贾镇瑜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7
信息化教学资源在中职计算机网络专业课程中的应
用

沈天瑢 何琳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18 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问题浅析 王红 祝耸立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9 ERP沙盘模拟在中职会计信息化实训中实施的研究 朱宏军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20
“信息化工具”核心价值的重定位对规范中职《计
算机应用基础》授课内容选择的指引性思考

郑宁健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21
“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模式在中职网络营销课

程中探索与实践
陈婷婷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22
基于移动学习环境下的职业院校商科专业课程信息
化设计与研究——以《营销策划》课程为例

王永钊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23 新媒体环境下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素养研究 胡明辉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

24 基于“四合”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刘建明  张元军  
饶国清  谢祥林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5
信息化教学下高职数学教学模式探索——打造个性
化学习社区

纪斌 湖州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26 基于移动学习的《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研究 李睿仙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传媒系

27 泸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现状调研报告
刘永辉 贾雪枫 
陈玉仲 邹伦富 
彭远斌

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28 信息化视域下基于网络课程的教学改革创新实践
汲军 王丹丹 郝
强 庞振英 于翠
萍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9
中职学校烹饪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以淮安市
职业学校为例

林海明、穆波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30 淮安市动漫专业现代化学徒制的教学模式思考 孙海霞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31
基于工作过程的中职药剂企业冠名班学生学业评价

研究
李明 江西省赣州卫生学校

32
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模式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

余丽霞 江西省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33 《仓储作业实务》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思路和方法 吴春一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34
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实训课教学中的应用
与探索

马生杉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35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中职数学学科应用过程中的误区
及对策

杨瑞环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36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

思考
胡小伟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37 职高数学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夏慧玲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38
信息化在工科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与研究—记汽车
运用技术专业信息化教学实践应用

刘建忠 刘晓萌 四川省南充技师学院

三等奖名单

1
创新中专数学课程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策略研究

高志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2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培育途径 何克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3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余景波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 信息技术时代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与实践 李焦明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 英语网络微课堂教学的实践应用 张亚梅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 信息化技术与高职体育课程教学整合的研究 王  颖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7 信息化与中职教学改革融合初探 吴章鑫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8
信息化时代的语文课堂有效模式：“任务驱动—小
组合作主讲”

鲁少洁 青岛华夏职教中心

9 2P层次分析法在中职教师绩效考核的设计与应用 张银星 安徽电子工程学校

10 基于实践型课程的WEB APP开发研究 叶苑华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1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教学研究——以中职《软
装陈设》课程为例

丁旭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12
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激发结构识图课堂活力——《

建筑结构施工图识读》精品课程改革实践
陈丽红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13
探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软件在教学中
的运用

何罗平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14
信息化环境下现代诗歌教学实践研究——以《雨巷
》为例

林英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15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建筑施工专业教学的应用 那维 辽宁省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6 信息化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王月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7 谈微课在中职会计教学中的应用 哈晓莹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8
信息时代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
以中职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为例

林玉闪
衡水技师学院（衡水科技工程学
校）

19 如何加强中职会计专业教学能力建设 朱玉良
衡水技师学院（衡水科技工程学
校）

20 “互联网+”高职教材数学出版模式初探 钱梦菊 蔡文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1 关于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对创新创业影响的思考 李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
电子商务课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一赛促业”

的教学模式探讨
陈宏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3 创新师范教材建设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 荆海龙 荆卫东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4 师范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对话·互动·交流 荆卫东 荆海龙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5 浅析现代教育技术立体联动模式的设计与运用 郝晓瑞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6 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探索 赵继红 河北省张家口市教育局职成教科

27 高等职业教育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实训室建设研究 李迅茹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28 基于Proteus技术的仿真学习工作站建设思路 许志刚 苏州技师学院

29 深度整合资源 设计高效教学 甘饴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0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以学前教
育专业科学课《科学使用塑料制品》为例

关春雨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31 交互式仿真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周璟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32 浅析图文迁移在鉴赏修辞作用中的应用 田妤 鞍山技师学院

33 微课在电子课程的应用研究 肖徽圈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34 浅谈中职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的教学 陈君成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35 大数据构筑互联网化职业教育生态圈 胡中立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36 浅析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材设计 林蔚 成都工业学院

37 信息时代高职英语教学创新路径探究 熊文熙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8 论“互联网+”背景下职业院校课堂教学的新变革 魏孝良 哈尔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校

39 3D打印技术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张景龙 张剑波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0 3D打印技术在STEAM教育中的应用探讨
刘莲花 戴艳红 
张涛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1 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初探 崔妍 上海市新陆职业技术学校

42 交互式电子白板——幼儿卫生保健课堂的新抓手 王立平 宁夏中卫职业技术学校

43 基于“慕课”混合式教学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思考 王统增 东莞市商业学校

44 基于MOOC的职业教育教学创新 刘宇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5 信息时代的中职农产品贮藏加工专业课程改革 刘可福 即墨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6 信息技术在中职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孙晓洁 丹东市教师进修学院职教部

47 中职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杜昱忻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48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音乐教育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研究

周文思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49 会计电算化专业引企入校教学创新的个案分析 蒋晓端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50 中职会计仿真轮岗实训教学模式的探讨 颜锋翅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51 眼视光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开发与构建 王锐 谷树严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 信息技术让语文课堂绘声绘色 傅怀娟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3 浅析中职数学课堂中的微课设计 沈春来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4
项目教学法在中职《机电与电气控制》学科实践中
的运用

张文芳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5 浅谈对口单招《机械基础》有效教学策略 朱文胜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6 信息化教学提高中职生数学学习积极性探索 姜冬静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7 让数学课堂成为职校学生激情绽放的舞台 付从峰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8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中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 何祥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9 强化集体备课  提升高考复习效率 陈永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60 对中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 潘洪生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61 中职市场营销教学创新探析 徐秀玲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62 网络新技术对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方式的影响研究 王桂林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63 PBL教学法在解剖学教学中的优点 张冬华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解剖与组胚
教研室

64
基于ＰＢＬ的翻转课堂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的教
学模式设计

龚超 刘林娇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赣州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65 职教集团互联网金融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寇玲 张茜琳 秦
梦莹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66 “互联网＋”时代下高职院校数字化电视台建设 刘枫 潘晔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67 信息化时代下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赵美丽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68 “互联网+教育”下基于微课的数学教学模式研究 杨毅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69
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利用信息技术发展
中职数学教学

张帆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70 职专数学自主探究教学方法实施策略浅谈 赵雪梅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71 中职英语合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张冬梅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72 中职汽车应用与维修专业微课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张瑞华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3
巧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实现中职英语课堂教学的
有效化

尚彩云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4
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人文素养——试论中职历史教
学的背景及策略分析

郭玲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5 互联网+ 时代下的职业教育教学创新探讨 田彩凤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6 以情感为主题，活动为平台，优化英语课堂教学 杨丽红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7 利用多媒体技术，激活中职英语课堂 裴莉芳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78 多媒体技术在职专数学中的作用研究 孙德强 鞍山市现代服务学校

79
浅析公共艺术教育中运用信息化教学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张琪若 鞍山市现代服务学校

80 浅谈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带来的变革及作用 李耘 九江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

81 运用信息教育技术优化语文教学 袁银初 九江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

82 “1341”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刘玉东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名单

1 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兼任辅导员工作的思考 黄智豪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论信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杨哲 杨辉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 对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定位与思考 吴勋 安徽电子工程学校

4
汽车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探索——以中德诺浩
校企合作班为例

朱春龙 安徽电子工程学校

5
互联网+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第二课堂”创新教育
研究

赵建 郭兴华 毛
英 宋玉伟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6 信息化手段在建筑专业课堂教学的应用 吴迪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7 信息化技术手段在中职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郭畅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8 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范文婷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9 信息化手段在职业教育课堂中的应用 狄雪峰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0 信息时代中职美术素描教学探究 曹永和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1 浅谈职业教育信息技术时代的课堂教学 高明舒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12
守望沃野  助力小康——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工作落

地生根
李玉珍

衡水技师学院（衡水科技工程学

校）

13
职业学校实训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以化
工机械与设备专业为例

宋传忠 顾军 沈阳市化工学校

14
基于信息化环境下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探索

马守佳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5
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评价中创新性发挥信息技
术的作用

王素清 河北省张家口市职业教育研究室

16 构建农牧信息服务网，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靳清德 郑瑞峰 
赵运海

广平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7
开设《口腔修复体高端制作技术》新课程的教学建

设与实践

张翠翠 徐曼 王

晶 杜鹃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18 多媒体课件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应用的反思 汪新华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19 信息时代背景下软件高技能人才关键能力的培养 吴卿 苏州技师学院

20 借助信息科技，促进高效教学 曹隆 福建省长汀职业中专学校

21
工学结合的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以山西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许文海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22 对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创业就业教育的思考 刘国垠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23 刍议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曹璟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24 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提升职教美术课堂的魅力 陈慧莹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25 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刘健 鞍山技师学院

26 基于信息时代一体化教学创新模式的探究 薛俏 鞍山技师学院

27 高职院校中基于网络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研究
张璐璐 张婷 倪

欢欢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信息技术系

28 农村中职信息化教学管理与实践 顾英辉 赵县职教中心

29 信息技术融入中职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邓家宏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30 浅谈信息化应用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张其霖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31
教育走进新信息化时代——浅谈互联网+时代的职
业教育教学创新

李丹丹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32 浅述信息技术在中职教育中的影响 徐兰兰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33 浅谈信息化应用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李卓 北京市丰台安全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4 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中职计算机专业课中应用的反思 魏汝霞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5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应用微课的探索 陈桂香、谢靖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36 艺术设计专业威客教学模式的初探 文勤 熊秀 新余职业教育中心  江西工程学院

37 浅谈信息时代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苗珍廷 江西工程学院

38 多媒体信息化教学在中职学校中的应用 栗良玉 河北省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39
信息时代的数学职业教育教学创新课例——《直线
的倾斜角与斜率》信息化教学应用举例

陈键行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40
信息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学创新——浅谈CAD在中职
《机械制图》教学中的应用

芮楠 宁夏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41 信息时代下中职英语教师教学策略 宋春艳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

42
基于A.I.C学习方法培养胡《土建工程施工图识读

》课程改革研究
张雨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3 信息技术与高职院校图形创意教学的融合 姚蕾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整合的教学模式与策略研究 李红艳 唐山市职业教育中心

45 高职院校教学资源平台建设的探索
郝强 解蕙铭 薛
媛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6 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职业教育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金艳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
中职机电专业有效课堂的探究——以《铰链四杆机

构的分类》为例
朱引行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48 江苏省对口单招财会技能教学的思考 傅海琴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49 依托语文教学提高中职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桑江涛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0 中职烹饪教学中热菜造型工艺方法与技巧之浅议 严霞光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1 浅谈中职数学CAI的现状 陈炜玮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2 探析中职学校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现代意识 张雷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3 聚焦中职语文单元教学目标 杨飞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54 探析中职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途径 何金龙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5 民办高职院校实训教学信息化——网络实践教学 黄玲玲 田恵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 高职院校音乐欣赏课微课教学改革创新 武岚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57
基于友善教育理念的“小组合作学习+雨课堂”教

学实践研究
杨宏英 深圳市育新学校

58 关于形体礼仪训练的研究报告 谭淑琦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59 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 陆宁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60 有关幼师舞蹈课程的实践研究 杨钰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61 对课堂提问的透视与反思 李妍红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62 微课在中职数学中对提高教学效率的策略研究 陈巧荣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63 论人文教育与计算机教学融合的实践性研究 井志娟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

64 中职英语课堂与任务驱动教学法 战叡沨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65 浅谈中职学校Word教学中简单技巧 王凤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66 浅析在语文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李晓琴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67 论智能手机在教学中的多元化发展 陈依婷 四川省南充技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