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本项目自 2018 年立项以来，项目团队按照任务书计划开展工作，目前项目

任务书中的预期目标已全部完成，具体如下： 

本课程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核心主干课程。依托智慧

职教平台开展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截至 2021年 8月 31 日，课程在

智慧职教职 MOOC 学院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完成了五期大规模校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在智慧职教职教云面向校内学生完成了四个学年的大规模校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同时智慧职教资源库也同步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 

1.《航空材料》课程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核心主干课

程之一。课程资源建设累积投入资金超 40.4 万元（全部为学校建设经费），素材

总数达到 1000 多条，教学视频总时长达到 3076 分钟。建设有动画 30 余份，微

课 60余门，教学课件 PPT100 余份，速课 20 多份，VR教学软件 2份，课程录像，

课程题库等各类资源丰富。数字资源全部上传至智慧职教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在

智慧职教、职教云、MOOC 学院平台同时上线使用。 

2.充分发挥多平台授课优势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针对不同

的课程用户开放资源和服务，拓展课程的社会服务能力，并实现在线点评和在线

指导功能，建立全过程考核体系，探索教学评价和教学反馈体系；2018 年春季开

始线上应用至今，共有 9900余名学生展开线上学习。利用该标准化课程组建 MOOC

一门，共开设五期，参与学习的学生人数达 1200 余人。结合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累计有 200余所学校或机构调用该课程数字资源，遍布全国

大多数省市自治区。 

3．通过教师培训、经验交流及企业锻炼等方式，提高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 

4．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逐步将《航空材料》建成面向社会的在线学习的精

品优质课程，满足“能学、辅教”的要求，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促进优质航空类职业教育资源的应用与共享，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2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25 25 100% 

申报书（建设任务书） 

列出的主要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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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教学文件编写 

课程标准 1份 

教案 1份 

章节思维导图 1份 

课堂学习指引及课堂教学设

计 1份 

无 

基础资源建设 

美化 ppt30 个 

教学录像 50个 

教学音频 172个 

章节作业 ppt25个 

新增习题 200道 

无 

拓展资源建设 

新增微课 10个 

航空材料介绍音频 20个 

速课 20个 

动画 15个 

VR 2 个 

无 

校本教材 完成教材改版出版 无 

辅助资源建设 

专题讲座 3次 

材料性能实验仪器介绍 

在线考核测试题库 

无 

师资团队建设 

院校交流 3人次 

信息化技能培训 2人次 

赴企业实践锻炼 2人次 

机型或相关专业培训 1人次 

申报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或省

部级项目 1项 

无 

申报材料中所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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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优化、丰富课程资源 

1. 对已有课程资源进行 4个

教学模块的哟花和重构 

2. 新建拓展资源如 VR，动画、

微课和扫码课件等 

3. 新建教学录像、ppt、文档、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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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等 

充分发挥多平台优势 

1. 参加平台应用培训，熟悉

和掌握平台功能，满足个

性化学习需求，提升课程

的社会服务能力 

2. 实现在线点评和在线指导 

3. 建立全过程考核体系 

无 

加强教学团队的教师培养

和梯队建设 

1. 参加机型培训或相关培训 

2. 参加信息化技术培训 

3. 院校学习交流 

4. 下企业实践锻炼 

5. 申报项目 

无 

健全推广应用机制，强化应

用导向，共享资源，加强社

会服务 

1． 课程面向在校师生、相关

企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开

放，边建边用，以用促建 

2． 发挥网络资源共享，为在

校师生、企业员工和社会

学习者提供培训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申报材料中所列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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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标准 1份 课程标准 1份 无 

教案 1份 教案 1 份 无 

课时授课计划 课时授课计划 无 

章节思维导图 1 份 章节思维导图 1份 无 

课堂教学设计 1 份 课堂教学设计 1份 无 

课堂学习指引 1 份 课堂学习指引 1份 无 

美化 ppt30个 美化 ppt30 个 无 

教学录像 50个 教学录像 50个 无 

教学音频 172个 教学音频 172 个 无 

章节作业 ppt25 个 章节作业 ppt25 个 无 

新增习题 200道 新增习题 200 道 无 

新增微课 10个 新增微课 10个 无 

航空材料介绍音频 20个 航空材料介绍音频 20个 无 

速课 20个 速课 20 个 无 

动画 15个 动画 15 个 无 

VR2个 VR2个 无 

企业维修视频 5 个 企业维修视频 5个 无 

校本教材改版并出版 校本教材改版并出版 无 

专题讲座 3次 专题讲座 3次 无 

材料性能实验仪器介绍 材料性能实验仪器介绍 无 

院校交流 3人次 院校交流 3 人次 无 

信息化技能培训 2 人次 信息化技能培训 2人次 无 

赴企业实践锻炼 2 人次 赴企业实践锻炼 2人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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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型或相关专业培训 1人

次 
机型或相关专业培训 1人次 无 

申报教学改革项目或省部

级项目 1项（校级申报指

标） 

申报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或省

部级项目 1项 
无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 

1. 课程标准 1份 

2. 教案 1份 

3. 课时授课计划 

4. 章节思维导图 1 份 

5. 课堂教学设计 1 份 

6. 课堂学习指引 1 份 

7. 美化 ppt30个 

8. 教学录像 50个 

9. 教学音频 172个 

10. 章节作业 ppt25 个 

11. 习题 200道 

12. 新增微课 10个 

13. 航空材料介绍音频 20个 

14. 速课 20个 

15. 动画 15个 

16. VR2 个 

17. 企业维修视频 5 个 

18. 教材改版并出版 

19. 专题讲座 3次 

20. 材料性能实验仪器介绍 

21. 院校交流 3人次 

22. 信息化技能培训 2人次 

23. 赴企业实践锻炼 2人次 

24. 机型或相关专业培训 1人次 

25. 申报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或省部级项目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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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智慧职教网站、职教云+云课堂平台和

MOOC 学院平台上线，智慧职教和职教云平台已经经历 5 年的建设与应用检验，

课程内容完善，资源丰富，应用效果良好。 

该课程的建设，推动了高职院校该课程教学一体的深度融合以及人才培养模

式的深化改革，达到“能学、辅教”的目标，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终

身学习的需求，有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同时，该课程目前已经

推广到相关合作院校程度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等应用，同

时还开展 MOOC学院的开发课程建设。在线课程辐射到合作办学和对口支援院校，

带动相关院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将校企合作建设的本在线课程推荐至民航维修企业，作为

飞机维修人员执照考试培训使用，降低企业培训成本，达到校企双赢。 

《航空材料》课程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的核心主干课

程之一，该课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平台：智慧职教平台；职教云平台；MOOC

学院平台同时上线。《航空材料》课程组于 2017 年开始资源建设，各成员分工

协作、完善课程资源初步建设后，在校内进行了应用探索。2018 年春季至今共

有 54个校内常规教学班，3830余学生展开应用，首次应用在课前资源学习、课

后课堂知识点复习。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展开章节测试、课堂测试等活动，将

平时应用部分作为总评成绩的 30%。经过第一轮应用的尝试，总结课程应用经验，

并积极更新了课程资源。后期每年约 25个教学班参加课程应用，并将课程线上、

线下课程应用学生成绩纳入期末总评成绩，将课程线上、线下学习成绩所占总评

成绩提高到 50%，将课程应用数据监测作为过程性考核的主要参考部分。授课教

师依据各自专业的需求、专业课程的标准，个性化的利用职教云课堂，自由组课

以满足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需求，均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利用该标

准化课程组建 MOOC 一门，共开设五期，参与学习的学生人数达 1200 余人。 



 

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4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5 

15 41.18 274.5% 40.570664 98.52%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万元） 

项目 

经费预算 
15  经费来源 

自筹：□           学校拨款：☑ 

主管部门拨款：□       其他：□ 

项

目

预

算 

开支类别 金额 备注 

委托业务费 4.5  H5 移动课件、视频编辑 

办公费 0.5  存储设备等 

咨询费 1 企业专家咨询费 

出版物 3  校本立体化教材编写、论文出版等 

差旅费 3.5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培训费 1.5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其他 1 耗材等 

合    计 15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航空材料》课程资源制作项目累计投

入资金 40.4 万元。其中 2018 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省级课程建

设经费 4628.88元，民航专业人员资质能力提升专项（2021年财政拨款）-“双

高”建设背景下，校企共建共享名师工作室的研究与实践项目配套 100000 元，

2020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第二批）-国家“双高计划”2019-2020 年中央

奖补建设资金中支出 299800 元;项目团队成员培训及差旅费由学校经费另行支

出。 

 

                                                             
4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5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