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信息化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教材信息化建设”论文评
审结果

一等奖名单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1
中职校园里基于智能手机非正式学习的调查
与探讨

温金辉 中山市港口理工学校

2 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调研分析
古燕莹、兰
丽丽、孙旭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3 在职业学校开展移动学习的探索与研究 施梦娴 南京市女子中等专业学校

4 中职单片机一体化教材信息化教学使用研究 张兆河
天津市南开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5 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赵琳萍 李玉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6 校企深度合作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何琳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7 教材信息化探索 白炽贵 重庆市綦江职业教育中心

8 基于微信的高职linux教学互动平台应用研究
罗春花    
杨志军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
慕课理念下的职业院校数学教师网络培训课
程开发实践探索

唐志华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培
训中心

10
中职学校专业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伦洪山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名单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1 中职计算机专业课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探究 常祖国 山东省淄博工业学校

2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中职计算机网络专业课
程体系改革初探

张文库 珠海市技师学院

3 翻转课堂在出纳课程中的应用 王薇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 增强高校信息化建设实效性的路径选择 陈浩静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
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设计优化项目化教学过
程

蔡虹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6 传统精品课程转换为MOOC的研究 丁喜纲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

7
基于学生需求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以五
笔字型录入课程为例

卢华东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8
微课制作中教学设计的探究——以“FLASH动
画设计”课程为例

郑　芹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 Flash五步教学法 于志博 洛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10 微课在翻转课堂中的应用 董新春
大连计算机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1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机械设计基础”
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曾小梅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12
基于项目化《电子基本技能与实训》核心课
程开发及数字资源共享建设研究

许长兵    
张宝珍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
校  

13 责任——学生成长的基石 杨毅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14
互联网+背景下云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
问题研究

杨志军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
教室

15 “互联网+教育”助力学生自我成长论文 李华平 淄博市工业学校

16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估构想 谢利民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 

三等奖名单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1
信息化背景下 “做、学、教、练、评”五位
一体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许长兵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
校  

2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群建设20161007 段标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3 基于建构主义的工作坊教学设计探索 朱彦熙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
以案例试析微信公号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
设

陈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
教材信息化建设论文成果-在教学实践中提高
信息技术创新的有效性

谭爱娣

6 感悟生物教学中语言艺术的魅力 余保敏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7 静态网站制作课程的信息化设计 许朝霞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职业
中专学校

8 基于信息化教学“PLC”课程项目化教材开发 李莉 山东华宇工学院



9 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升现代化教学水平 赵琳萍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10
教材信息化建设论文成果-运用信息化教学有
利于构建高效课堂

徐晓煜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11 中职论文《让每个学生都绽放光彩》 乔在敏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2
信息技术背景下中职网络技术教材开发刍议
1.4

何力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13
“微课”教学法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探析

詹静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14 计算机网络实训室建设实践 王斌科 詹静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15
浅谈中职任务型课程背景下的教材信息化建
设

邓泽国 辽宁省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16 浅谈中职实践课程教材信息化建设 李秀露 辽宁省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17 和谐中职护理课堂的讨论及对策 李秀明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8
修改 基于中锐智能云课堂平台的信息化教学
模式的探索

左进云 济南职业学院

19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立体化教材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吴晓 浙江师范大学

20 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相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唐春荣
镇江华唐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优秀奖名单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单位

1 校园数据存储方案的研究 张文库 珠海市技师学院 

2 提高中职学生专业课学习动力的实践与探索 常祖国 山东淄博市工业学校

3
基于模拟公司竞争的项目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总报告）

李涛
广东省增城市职业技术学
校

4
高职网络技术方向基于工作室的课程项目教
学研究

程寿绵

5
模拟公司竞争制”项目教学法在《网络管理
与维护》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王平安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6 中职论文《理实一体化重技能培养》 曹拥军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7
基于新课程和项目教学下的中职有效备课探
讨

许长兵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
校  



8
探讨建立与完善基于行动导向和模拟公司制
的计算机网络课程体系

余波
广东省惠州商贸旅游高级
职业技术学校

9 实施模拟医院教学 提高医学生的关键能力 唐秀荣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职业学
院

10 在行动研究中促进教师发展 范燕萍 郴州技师学院

11 说与写修订稿 赖振波 广州增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1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整体解决方案研究 何琳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13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杜珺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
术学校

14 浅析在化学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李绍远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和谐成就高效 乔在敏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6 从技能竞赛谈教学改革 张文库 珠海市技师学院

17 基于流形学习的 人脸表情识别 徐杜功 广饶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8
中职“双师型”教师内涵及能力素质结构研
究

古燕莹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19 远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陈佩江 临沂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