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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

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4.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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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信息 

姓  名 刘传生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09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硕士 电  话 18588645812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行 政 

职 务 
无 传  真 020-28231642 

院  系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 E-mail Liuchuansheng@126.com 

地  址 广州白云机场北区横十一路 邮  编 510470 

1-2 

2016 年至

今相关课

程主讲情

况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象 周学时 听众数/年 

航空材料 专业课 
飞机机电 

专业学生 
3 200 

飞机结构修理 专业课 
飞机机电 

专业学生 
4 100 

飞机构造基础 专业课 
飞机机电 

专业学生 
4 100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 专业课 
飞机机电 

专业学生 
2 80 

1-3 

教学改革 

研究情况 

主持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

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

称、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一、教改课题： 

（1）主持“自主式、探究式教学在航空材料课程中的应用探索”（XY1213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013.1-2014.6，已结题。 

（2）主持“高职教育中课堂教学反馈机制的建立及优化研究”（XY13132B），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013.3-2018.10，已结题。 

二、教研论文： 

（1）典型复合材料在民用飞机中的应用概述, 2013-07,现代企业教育； 

（2）高职院校《航空工程材料》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2013-03，内江科技； 

（3）浅谈民航高职院校教师教学思路的转变， 2012-07，内江科技； 

（4）《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信息化教学设计研究，2017-07，课程教育研究； 

三、教学表彰/奖励： 

（1）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3）2017年广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 

（4）12/13学年，14/15学年，16/17学年，17/18学年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5）2013年下半年校级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评比二等奖 

lxx
文本框

lxx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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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团队情况 

2-1 教学

团队简

介 

 

《航空材料》教学团队人员搭配合理，共有七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一

人，副教授四人，讲师一人，助教一人，企业专家二位。其知识结构、年龄

结构、学历结构合理，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 

团队中广东省高职院校首届教学名师一人，中国民航局优秀教师一人，

校级专业带头人二人，企业专家二人，多人次参加国内 B737NG、A320 ME I/II

类机型培训，双师素质比例达到 90%。教学团队具有丰富的教学设计经验和

出色的教学能力，曾获得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

赛，一等奖；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2017 年广东省

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同时教学团队编写了民航运输类“十

二五”规划教材《航空工程材料》一书，该教材在飞机维修工程类专业教学

中选用广泛，深受好评。教学团队成员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1 项，省（部）、市级等各类科技成果奖 6 项，授

权发明专利 20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 余件、软件版权 5 项；大量的科研成果

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提升了教学层次和教学质量。 

2-2 教学

团队其

他教师

基本信

息3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领域 备注 

李慎兰 1982.09 副教授 航空机械  

吴成宝 1978.10 副教授 航空机械  

刘大勇 1974.05 副教授 材料科学  

邢瑞山 1982.05 讲  师 复合材料修理  

刘  超 1992.03 助  教 飞机机电 技术支持 

高春瑾 1989.02 讲师 航空机械  

程秀全 1964.02 教  授 材料加工  

王  涛 1983.11 资深工程师 飞机结构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庄昕瑶 1988.10 结构工程师 可靠性分析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包括其他主讲教师、助教、技术支持等，若其他教师非本校教师，请在备注栏填写

受聘教师类别及实际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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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

团队其

他教师

教学改

革研究

情况 

主持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每人不超过五项）；作为

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

（每人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每人不超过五项）。 

一、主持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1. 吴成宝. 2015年民航科技创新引导资金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2016

年校级精品资源共享优选课《机电专业英语》，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016-2018 

2. 吴成宝. 飞机结构材料断口分形维数测定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项目，2017-2019 

3. 吴成宝. 飞机结构材料断口分形维数测定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培育项目，2018-2020 

4. 刘大勇. 2015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题：“课堂模拟渗透,车间熏陶

历练—高职校企文化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项目编号：GDGZ15Y013 

（2015.11-2018.1，主持人，已结题） 

5. 刘大勇. 2015 年度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指委“十二五规划”教育科研课题：

“品德、社交和技能”三位一体——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

编号：WH125YB09 （2015.10-2018.11， 主持人,已向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指

委提交结题报告） 

6. 刘大勇. 2011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教学成果奖培育课题：“中职、高职、企业、

行业”四方联动的中高职衔接教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CGPY2011006

（2011.12-2013.12，主持人，已结题） 

7. 刘大勇. 2010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教改项目“岗位能力”导向的模具专业中高

职衔接教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JGXM2010010（2010.12-2012.10，主持人，已

结题 

二、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 李慎兰. 飞机维修相关专业《航空工程材料》教学改革浅议，广东教育职教版，

2018.3. 

2. 吴成宝. 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词汇特点和构词规律，广东教育高职版，2017.12； 

3. 吴成宝. 《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的网络资源建设与实施，广东教育高职版，

2018.01; 

4. 刘大勇. 民航高职院校的校企文化融通策略初探，广东教育高职

版,  2017 (5) :33-34. 

5. 刘大勇. “道德、社交和技能”三位一体的合作学习教学法探究，广东教育.职教, 

2017 (1) :26-28. 

6. 刘大勇. 职业能力导向的模具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广东教育职

教版，2012.5. 

7. 刘大勇. 高职指导教师在顶岗实习过程管理中的工作职责探讨,职业技术，

2012.3. 

8. 刘超.基于云课堂 APP的高职课程的教学过程探索——以《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为

例，科技创新导报.201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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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吴成宝. 互联网+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主题征文，2017-06，主持，三等奖，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2. 吴成宝. 2017/2018 学年、2016/2017 学年、2014/2015 学年、2013/2014 学年、

2012/2013学年、2011/2012学年（6个学年）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独立，

优秀等级，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3. 吴成宝. 2016年度下半年院级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评比，2017-01，第一，一等奖，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 吴成宝. 2013年度下半年院级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评比，2014-01，第一，一等奖，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 吴成宝. 2013年度上半年院级网络课程建设与应用评比，2013-06，第一，一等奖，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6. 刘大勇. 2015/2016学年学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秀，2016-11，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7. 刘大勇.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建设带头人，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8. 刘大勇. 2012年度院级优秀教师，2013-04，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9. 刘大勇. 2011“华宝杯”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二等

奖第一指导教师，2011-12，教育部高职高专机械设计制造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究会。  

10. 刘大勇. 2012年度东莞市优秀教师，2012-09，市级优秀教师，东莞市人民政府。 

11. 程秀全. 广东省高职院校首届教学名师，广东省教育厅， 

12. 程秀全. 中国民航局优秀教师，2011-09，中国民用航空局； 

13. 程秀全. 广东省职教学会首届职业院校教学名师，2012-0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

会； 

14. 程秀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学名师，2007-09和 2009-05； 

15. 程秀全.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4-04. 

 

 



 

- 7 - 
 

3.申报条件符合情况 

一、学校高度重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学校投资近 50万元建设了高清绿幕抠像微课制作教室，课程前期已经利用该系

统录制了 30集微课，效果非常好。 

依托广东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教师工作室，建立了多功能数字化课程制作

室，课程负责人为名师工作室主力成员。 

      

《航空材料》作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的核心

主干课程，学校大力支持将该课程建设成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校在制度

和资金上都将给予大力的支持，首先在制度上制定“教育教学项目管理办法”，完善

项目管理细则，保证项目得到很好地开展和落实。其次，学校承诺负责项目建设资

金的筹措和相应资源的配置。目前，我校国家级、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课

程分别有 2门和 10门，各课程建设进展顺利。 

二、教学资源及教学平台现状 

（一）教学平台现状 

《航空材料》课程已经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智慧职教网站、职教云+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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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 MOOC学院平台上线，智慧职教和职教云平台已经经历 2年的建设与应用检验，

课程内容完善，应用效果良好。智慧职教平台注册人数 1147人，职教云教学平台注

册人数达 1800人，MOOC 学院课程通过内容初审，将于 12月中下旬开始第一期 MOOC

学院网上教学，首批学员人数预计达到 350人左右，累计学习人数 3000 多人。 

智慧职教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学习中心，是我们建设资源库的主要平台，通过一

体化课程设计，结构化课程和颗粒化资源的建设，创建共享型优质资源和教学范例。

职教云+云课堂 APP提供一个小规模专属在线课程，供教学团队日常教学使用，助推

校内混合式教学，实现高效的教学管理，健全的考核体系和合理的教学反馈系统。

该平台成为老师教学的好帮手，学生学习的好助手。MOOC学院为大规模的在线开放

课程平台，为服务学习型社会而建设，可对全社会开放。 

（二）教学资源及应用现状 

1、资源现状 

《航空材料》课程为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教学资源库的核心主干课程。在 2017年的建设过程中，表现突出。课程体系建立健

全，资源数量和质量满足日常教学需求，具体见下表： 

项目 内容 

 

 

课程概要 

1.课程整体介绍文档(.doc)1份 

2.课程整体介绍录像(.mp4)1份 

3.课程标准文档(.doc)1份 

4.考评方式与标准(.doc)1份 

5.教学首页(.doc)1份 

教学设计 6.课程授课计划(.doc)1份 

参考教材 7.参考教材 1本 

教学录像 8.课程所有教学单元录像并剪辑为知识点，172个 

演示文稿 9.各教学单元的 PPT课件，306个 

微课 10.微课数量 31个 

题库 11.约 328道题目 

拓展资源 12.课程相关的拓展音频材料 140个和图片资源 1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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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数据展示 

2018年各类应用数据如图 1-2所示。信息化教学资源满足该课程的线上教学和

自主学习的核心功能。 

 

图 1  教学资源库及航空材料课程资源与学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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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年上半年航空材料网上学习数据统计 

图 3   2018年下半年航空材料网上学习数据统计 

（注：因教学周期未结束，故通过率为 0，数据为阶段性应用结果） 

 

三、项目团队现状 

项目团队由 7 名校内专任教师和 2 名企业专家组成。其中，专任教师主要负责

理论部分的资源开发；企业专家主要负责提供实践资源素材。校企融合，协作有序，

高效高质的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人员组成 姓名 职称 授课情况（列举） 校企协作 

项目负责人 刘传生 副教授 航空材料、飞机结构修理 1、 组织企业专家讲座 

2、 进企业调研、培训 

3、 专家案列共享 

4、 专家课堂 

5、 专家资料搜集 

6、 专家月例会 

7、 专任教师周例会 

8、 实训项目整合 

专任教师 李慎兰 副教授 航空材料、飞机结构修理 

专任教师 吴成宝 副教授 航空材料、飞机机电专英 

专任教师 刘大勇 副教授 航空材料、复合材料修理 

专任教师 邢瑞山 讲师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 

专任教师 刘  超 助教 航空材料、飞机构造基础 

专任教师 程秀全 教授 航空材料、疲劳分析 

企业专家 王  涛 资深工程师 结构方案制定 

企业专家 庄昕瑶 工程师 飞机可靠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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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刘传生副教授为本校专任教师，近三年主讲课程如下列所示。 

授课学期 任课班级 
人

数 
课程名称 所用教材 

2016年上半年 
14级机电 17-18班 85 航空材料 《航空工程材料》 

14级结构 1-3班 131 飞机结构修理 《飞机结构修理》 

2016年下半年 

15级部件 1、2 98 飞机结构与机械系统 
《涡轮发动机飞机结

构与机械系统》 

15级通航 1、2班 83 飞机构造基础 《飞机构造基础》 

15级结构 1-3班 86 飞机构造基础 《飞机构造基础》 

2017年上半年 15级机电 1-8班 349 航空材料 《航空工程材料》 

2017年下半年 

15级机电 7班 42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手册 

15级机电 17班 38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手册 

15级机电 20班 49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手册 

16级机电 4班 48 《钳工实训》 钳工实训手册 

16级通航 2班 49 航空器结构修理实训 飞机结构修理实训手册 

2018年上半年 16级机电 1-8班 349 航空材料 《航空工程材料》 

2018年下半年 17级机电 9-16班 348 航空材料 《航空工程材料》 

 

四、建设标准和评价机制 

1、本课程建设已建立了明确的建设标准和评价机制 

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时间 数据来源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课程标准 1份 2020.12 团队开发 

颗粒化资源数量 200个 2020.12 团队开发 

微课 30门 2020.12 校企协作 

企业生产案列 12个 2020.12 校企协作 

习题 600道 2020.12 团队开发 

1.2质量指标 文本与图片类资源占比（%） <45% 2020.12 团队开发 

活跃资源占比（%） >80% 2020.12 团队开发 

资源质量达标率（%） >90% 2020.12 团队开发 

1.3时效指标 建设任务实际完成率（%） 100% 2020.12 团队开发 

建设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2020.12 团队开发 

2.资源应用 2.1基本应用 课程团队教师使用率 70% 2020.12 平台监控 

参建院校相应教师使用率 40% 2020.12 平台监控 

课程使用率达 100% 2020.12 平台监控 



 

- 12 - 
 

题库题目使用率 100% 2020.12 平台监控 

学生使用率 99% 2020.12 平台监控 

2.2校企融合 形成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品

牌影响力，通过各类活动或媒体

推广 

政策 

研究 

2020.12 积极推广 

探索基于课程或模块的标准化认

证体系，建立校际学分互认机制 

政策 

研究 

2020.12 积极推广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2020.12 积极推广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2020.12 积极推广 

企业以后使用满意度（%） >85% 2020.12 积极推广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80% 2020.12 积极推广 

2、经费预算及管理 

本项目经费预算合理，详见经费预算栏。同时学校根据相关财务要求，制定了

科学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制度，项目组成员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及相关制度办事。 

项

目

预

算 

开支类别 金额 用途 管理办法 

委托业务费 4.5万 H5移动课件、视频编辑 1、项目负责人责任制 

2、项目负责人审核项目组日常

财务支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3、学校主管部门负责把关 

4、财务部门严控经费使用 

5、主管校领导核批 

办公费 1.5 万 存储设备等 

咨询费 1万 企业专家咨询费 

出版物 2万 立体化教材 

差旅费 3.5 万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培训费 1.5 万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其他 1万 耗材、通讯等 

合    计 15万  

3、团队管理 

项目组实行项目负责人管理制度，所有成员必须按要求和时间完成规定的工作

任务，并积极配合负责人做好工作规划，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 

人员组成 姓名 年工作时间要求 主要工作 

项目负责人 刘传生 8个月/年 全面主持、资源制作及审核 

成员 李慎兰 6个月/年 教学设计、教学视频录制 

成员 吴成宝 6个月/年 翻转课堂设计、微课录制 

成员 刘大勇 6个月/年 教学模块设计、PPT制作 

成员 邢瑞山 6个月/年（实训教师） 教学任务设计、实训项目开发 

成员 刘  超 4个月/年 网络技术支持、平台维护 

成员 程秀全 4个月/年 理论指导、科研成果转化 

成员 王  涛 2个月/年（企业专家） 校企合作模块开发、资源整合 

成员 庄昕瑶 2个月/年（企业专家） 机务一线资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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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分工协作，任务明确。项目负责人负责审核资源内容及质量，保证资

源的合法性和原创性。同时项目组成员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规划和进度安排，及时完

成各项建设任务，保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持续建设与应用。 

五、未立项情况说明 

本课程为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本课程未获任何国家、省精品开放课程（含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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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情况 

4-1 课程建设情况 

4-1-1 课程性质与作用 

《航空材料》课程是飞机维修工程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该专业的必修课

程和主干课程。 

该课程基于民航飞机维修工程职业和工作过程，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介绍常用航

空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用途、常用航空油料及润滑脂的知识、

航空管路的材料、性能、飞机零件的材料识别、航材管理及领用方法等内容，通过

课堂教学、专业教室教学、飞机现场教学和基本技能教学等教学形式，采用符合民

航标准的口试、笔试、操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使学生掌握航空材料的基本知识。 

课程内容符合飞机维修工程类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关技术领域职业岗位（群）的

任职基本要求。本课程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为后续专业课《飞机构造基础》、《飞机结构腐蚀防护》、《飞机系统与附件》和《飞

机结构与附件修理》等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4-1-2 课程开始情况（开设时间、年限、授课对象、授课人数，以及相关视频情况和面向社会

的开放情况） 

图 4  《航空材料》课程开课情况及视频资源介绍 

目前《航空材料》课程在飞机维修工程类专业广泛开课，并积极利用职教云，

云课堂 APP，MOOC 学院等开展混合式教学，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具体开课情况



 

- 15 - 
 

和视频资源类型见图 4. 

该课程通过智慧职教平台课程、职教云平台和 MOOC学院课程向其他院校、民航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有需求人员开放，资源可在线浏览，但限制下载。 

4-1-3课程设计理念与思路 

一、课程设计理念 

《航空材料》课程，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推行“学中做、做中学”，积极探索“理-虚-实”一体化教

学、任务驱动式、合作探究法、项目导向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

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 

对接实际岗位，将课堂教学按任务划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

民航强国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基础大纲》（CCAR66 部）、

《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大纲》（CCAR147 部）为基础，将机务作风、机务人

的工匠精神融入教学，为民航立心、为职业铸魂。 

二、课程设计思路 

1、基于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优化教学过程，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应用； 

图 4 教学资源形式与平台功能展示 

现代教育离不开互联网和信息化教学手段，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教

育教学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发展丰富了教学资源，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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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课程组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发现要想让学生更积极主动的

学习，必须要不断的更新教学资源和改进资源质量，而优化资源的过程也是提高教

师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此，课程组将学习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部

分，每个部分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和要求，限时完成，并纳入教学考核和评价过程。

利用三种网络平台（智慧职教、职教云、MOOC 学院），搭建课程体系。该课程为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的核心主干课程。 

首先，将所有的课程资源（视频、音频、图片、教学课件 PPT、动画、题库等）

上传至智慧职教平台， 在智慧职教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如图 4所示。 

其次，为了满足日常教学的需求，将教学资源组建成教学内容和评价体系，高

效的开展全日制常规班教学工作。再次，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MOOC学院平台，向全

社会开放该课程的学习，可以吸纳社会学习者、民航企事业从业人员、执照考试人

员等参加学习，同时也为全日制学生提供相同的学习机会，所有参与学习的人员通

过考核后，可以获得在线学习证书。 

2、全过程考核培养学生的机务作风和工匠精神； 

基于职教云和云课堂 APP平台，多元化的课程考核，集老师考核、小组互评、 

考核安排 教师考核内容 学生考核内容 

课前考核(20%) 

1. 预习进度； 

2. 课前测验； 

3. 汇报 PPT； 

无 

课中考核(70%) 

1. 知识目标达成考核； 

2. 能力目标达成考核； 

3. 素质目标达成考核； 

学生互评 

课后考核(10%) 

1. 测试 

2. 作业 

3. 题库建设 

学生总结报告 

平台系统的主、客观考核于一体，实现课堂即时考核、过程考核，实现对学生的知

识、能力、素质及个性特征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学生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成绩与表

现，教师也可以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4-1-4课程设计（每章节教学目标、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等） 

一、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项目的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情分析，通过大量的视频资源、

微课和案例介绍，使学生了解工程材料基础、航空器结构材料、发动机高温材料和

航空材料的无损检测及失效分析，为后续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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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设计将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教学模块，每个教学模块的教学目标如图 5 所

示： 

图 5  《航空材料》课程教学模块及目标 

二、 教学设计与方法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民航强国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民用航空

器维修人员执照基础大纲》（CCAR66 部）、《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大纲》

（CCAR147 部）为基础，将机务作风、机务人的工匠精神融入教学，为民航立心、

为职业铸魂。 

课程组依据民航行业标准和民航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要求，结合学期分析，充分

利用优质课程资源和技术手段，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法、问题导入法、合作探究法实 

图 6  《航空材料》教学内容划分及教学方法 

现翻转课堂教学形式，将课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利用职教云+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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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实现混合式教学，从而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提升岗位核心能力。 

图 7  《航空材料》课堂教学设计 

课堂设计流程如上图所示：利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平台，职教云和

云课堂 APP，实现混合式教学法。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法、案列导学法、翻转

课堂等。利用云课堂，实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考核，保证教学目标的达成。 

三、 教学活动与评价 

1、 教学活动 

《航空材料》课程在设计时，将学习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过

程，利用课后交流提升，达到教学设计的闭环处理。在每个教学环节中设计了不同

的教学活动，保证教学效果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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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活动：利用云课堂 APP 发布课前要求，通常要求学生学习课件，完成相应

的作业后，再在制定的时间完成测验。教师根据课前测验的数据进行学期分析。安

排课堂教学的重点，做好备课准备。 

课中活动：1、云课堂 APP：利用云课堂实现高效的课堂管理及课堂组织实施，

首先采用签到功能快速实现对本节课的出勤率做到掌握，督促所有学生按时上课，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风。在改平台上还可以实现讨论，头脑风暴，提问，课堂

测验，投票，问卷调查等功能，丰富课堂内容和形式，让原本单调的课堂气氛活跃

起来，也让学习节奏更加紧凑，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竞

争意识，培养学生的抗干扰和抗压力能力。2、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文字组织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通过自主授课将只是内化，提高

学习效率。3、任务驱动教学方式：课程组设计了多个不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发布任务，解析任务，完成任务这个过程，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的能力，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的养成。 

图 8  《航空材料》课程“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安排 

课后活动：利用职教云 APP 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分析，查摆问题。可以布置

在线作业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发布问卷调查，有针对性的了解学生的学习问题

和对教师授课的意见搜集。 

2、 教学评价 

基于职教云和云课堂 APP 平台，多元化的课程考核，集老师考核、小组互评、平台

系统的主、客观考核于一体，实现课堂即时考核、过程考核，实现对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及个性特征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学生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成绩与表现，

教师也可以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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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航空材料》课程教学评价示例 

考核时间及比重 教师考核内容 学生考核内容 

课前考核(20%) 

预习进度； 

课前测验； 

汇报 PPT 撰写 

组员互评 

课中考核(70%) 

课中限时测验； 

小组抽查评分； 

知识点提问 

任务完成度评分 

1. “任务二”小组互评及组内互评； 

2. “任务三”组内互评。 

课后考核(10%) 
课后提交的任务完成报告评分 

章节测试 

学生总结 

拓展阅读报告 
 

4-1-5 课程改革成果 

 
1、负责人获得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出版民航运输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航空工程材料》一本。 

3、承担教育部制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的研制任务，把课程改革成

果融入专业教学标准，顺利完成并通过教育部验收。 

4、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完成了省部级教研课题 2项，校级教研课题 5项。 

5、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发表了高质量的教研论文 12篇。 

6、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团队获得校级教学优秀评价 13次。 

7、在校级网络课程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2次。 

8、负责人获得 2018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9、负责人获得 2017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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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相关教学资源储备情况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广东省示范性专业、国家示范院校重点建设专业、广

东省一类品牌专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于 2018年入选为国家级教学

资源库备选库。《航空材料》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该课

程经多年建设，教学资源储备丰富，主要包括： 

（一）基本资源 

类别 内容 

 

 

课程概要 

1.课程整体介绍文档(.doc)1份 

2.课程整体介绍录像(.mp4)1份 

3.课程标准文档(.doc)1份 

4.考评方式与标准(.doc)1份 

5.教学首页(.doc)1份 

教学设计 6.课程授课计划(.doc)1份 

参考教材 7.参考教材 1本 

教学录像 8.课程所有教学单元录像并剪辑为知识点，172个 

演示文稿 9.各教学单元的 PPT课件，306个 

微课 10.微课数量 31个 

题库 11.约 328道题目 

拓展资源 12.课程相关的拓展音频材料 140个和图片资源 139个 

（二）拓展资源 

项目 内容 资源数量 

虚拟现实演示 
利用 VR技术，选取课程难点内容，制作成教学动画，

从而能够清楚表达所讲解的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2个 

H5课件 H5移动式扫码教学课件 20个 

三维动画或教学动画 
利用动画技术，选取课程难点内容，制作成教学动画，

如晶体结构、位错运动等 
15个 

企业生产或维修视频 
钢的热处理视频、复合材料的维修视频、冲击试验视

频，金属的冷热加工视频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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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考核测试题库 实现题库自定义条件自动组卷功能 1套 

专题讲座视频 航空领域新材料、新工艺专题讲座视频资料 3个 

航空材料应用案例库 
不同航空材料如铝合金、钛合金、镁合金、合金钢、

复合材料等的应用案例 
10个 

航空事故案例库 提供航空材料失效导致的空难事故视频及案例分析 5 

航空材料性能测试、生

产、维修相关设备信息

库 

1.力学性能测试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10个 

2.腐蚀性能测试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8个 

3.冷热加工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5个 

4.复合材料维修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5个 
 

4-2 资源建设基础 

4-2资源建设基础 

1、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的建设： 

《航空材料》课程前期加入了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在课

程资源数量及类型上都有了一定的建设基础。 

2、课程资源基础： 

在 2017年的建设过程中，视频资源近 170 条；音频资源近 130条；微课资源近

30多个；其它各类资源近 300多条；题库近 350道试题；H5移动课件 10份。 

3、网络平台规范： 

该课程所有资源均已上传至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教学平台——智慧职教网站

（http://www.icve.com.cn/）。课程所有资源均可在线浏览查看。 

课程在职教云和ＭＯＯＣ平台上都已经上线，并在积极推广应用，效果良好。

通过近两年的应用检验，课程组能充分的了解下一步课程建设和资源建设的重点和

难点，并做好建设规划和方案。 

3、硬件支持到位： 

学校大力支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在校

内建立了一间绿幕抠像录课教室，一间西沃多媒体微课教室。供教师录制课程教学

录像和微课。从硬件上支持教师建设课程资源，努力开发适合线上教学的数字化资

源，提升课程建设质量，保证教学效果。 



 

- 23 - 
 

5.评价反馈 

5-1 自我评价（本课程的主要特色介绍、影响力分析，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 

一、课程特色 

1、《航空材料》课程教学团队实施“课程负责人工程”，确保教学质量，实现优

质教学，规范课程教学管理。 

2、课程实施全过程考核模式，有力促进考试模式改革，深化工作过程导向的课

程教学改革。 

3、基于智慧职教平台建设了 SPOC 课和 MOOC 课，有力地推进了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的建设。通过开发 SOPC和 MOOC课程，创新混合式教学模式，更新教学观念，

改进教学方法。 

4、在教学实施中，采用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开放教学方式，开发实践课

程和活动课程，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混合式教学理论”为指导，深入开展

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有效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有机结

合，有助于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学习习惯，实现“人才培养、教学理念、教育技

术、课程建设、资源共享”五个要素的互动与良性循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影响力分析 

1、《航空材料》课程定位准确，立足民航行业标准、依据民航维修人员执照考试

大纲、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建立了完整的教学内容，科学的教学设计和课堂设计，

受众面广。 

2、《航空材料》课程依托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优势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备选库）的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扩大课程的应用力度，向全

国高职院校积极推广建设成果，国内多所职业院校已经大量调用该课程资源进行

课程组建，教学效果良好，获得多校师生一致好评。 

3、团队成员编写了民航运输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航空工程材料》一书，

该教材在国内飞机维修类专业院校应用广泛，认可度高。 

4、教学团队多年积极探索教学改革和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致力于将课程建

设为精品课程和优质课程。授课教师对教学内容熟悉，专任教师均为材料类研究

生毕业，其中三人为博士及博士后，对航空材料具有较深入的研究。长期从事教

学一线工作，学情分析精准，善于发现学生的学习问题，并实施差异化教学，保

证教学质量。 



 

- 24 - 
 

5-2 学生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面向学生开设，填写学生的评价意见） 

图 10  《航空材料》课程在线问卷调查及结果展示 

《航空材料》课程在线学习用户达到 3000 人次，全日制班教学人数达到 15

届，每届约 1000 人，总计学习人数 15000 余人，课程受众面广，教学团队经验

丰富，得益于课程组成员长期不懈的坚持课程改革。在课程设计、课程资源质量、

资源类型等方面课程组定期展开问卷调查，及时获得受众群体第一手反馈数据，

有利于我们及时改进教学设计和资源建设。保证应用质量和应用效果。 

毕业生这样评价该课程：《航空材料》课程组教师，教学认真负责，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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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深厚，教学水平高。课程资源丰富，内容充实，在教学过程采用课堂教学和在

线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提高了学习兴趣。老师提前在线

公布预习提纲，课堂采用多媒体教学和在线互动教学，课后在线完成作业、测验。

在线课程资源相当丰富，既能在线自学，又能交流互动，学习效果非常好。《航

空材料》本是一门较为枯燥的专业基础课，但通过老师们的激情演绎，变得生动，

我们都爱学，成绩也更理想。 

5-3 社会评价（如果本课程已经全部或部分向社会开放，请填写有关人员的评价） 

《航空材料》课程在参加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级备选库）

建设过程中，与国内多所职业院校开展合作，进行课程资源共享，参与合作的院

校有：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等。课程资源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获得个院校师生的好评。 

同时该课程还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培训中心合作，进行资源共

享和校企协同建设课程。该公司机型培训负责人兼专职教员王志良同志评价到：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航空材料》课程符合民航法规 CCAR-66 部和

CCAR-147部培训大纲的要求，可以满足民航企业飞机维修工程对该课程内容的需

要。该课程是民航维修企业在职人员所必须学习的专业课程，据了解广州民航学

院开设该课程的几位教师具有航空工作经历和较深的专业素养，我公司由贵校分

配的学生和公司送往贵校参加 CAAC执照培训的员工反映，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收

获匪浅，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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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方案要点 

6-1建设目标 

依据航空器选材特点，结合民航法规和行业标准，依托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

照考试大纲要求，构建 4 个教学模块，完善和优化教学资源，使教学资源具有普适

性和针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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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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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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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善、优化和丰富课程资源 

 对已有课程资源根据 4 个教学模块进行优化和重构； 

 新建虚拟现实（VR）演示 2 个，三维动画或教学动画演示 15 个，微课 10

个，H5 移动扫码课件 20 个； 

 新建 PPT30 个，文档 40 个，习题 200 条；每年更新资源比例不少于原有总

量的 5%。 

（2）充分发挥多平台在线授课优势 

 通过平台应用培训，熟悉和掌握平台各种功能，充分发挥针对不同学习者

的多平台同时在线授课的优势，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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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在线点评和在线指导功能； 

 建立全过程考核体系，探索一套教学评价和教学反馈体系。 

（3）加强教学团队的教师培养和梯队建设 

 授课教师参加机型培训或相关专业培训 1-2 人次； 

 授课教师参加信息化技术类相关培训 1-2 人次； 

 授课教师到国内一流高职院校学习交流 1-2 人次； 

 授课教师 2 年累计下企业实践不少于 2 个月； 

 鼓励教师申报教学改革项目，省部级项目立项 1 项。  

(4)健全推广应用机制，强化应用导向，共享资源，加强社会服务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可面向在校师生、相关企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使

用，并及时反馈应用评价，形成“边建边用”，“以用促建”的良好循环； 

 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共享，完善学分成果认证机制，为在校师生、企业员工

和社会学习者提供培训服务；  

 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学团队教师的科研水平，以科研推动

教学，同时为相关民用航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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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设内容  

本课程建设涵盖课程标准规定内容、覆盖课程所有知识点和航空维修岗位技能

点，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过程、教学反馈评价等环节，支持线上和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基本资源建设清单 

项目 内容 

课程概要 

1.新增学习思维导图， 共 1 份材料 

2.新增课程学习指引（.doc）共 1 份材料 

教学设计 

3.更新课程授课计划（.doc）共 1 分材料 

4.新增课程整体设计（.doc）共 1 份材料 

5.新增课程教学单元设计（.doc）共 25 份材料 

6.新增重点难点专项指导指南（.doc）共 1 份材料 

7.新增各教学单元的自学背景材料、任务背景知识，共 1 份材料 

教学要求 

8.新增 25 个教学单元的具体实施方案（.doc）（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

务、学习内容、重点难点、学习流程、教学方法、学时数）共 25 份材

料 

教学视频 9.更新部分碎片化化知识点教学视频 50 个 

教学音频 10.新增碎片化知识点教学音频 172 个 

微课 11.新增微课，约 10 个，总时长不少于 70 分钟 

立体化教材 12.新增立体化教材 1 套（包括教学视频、微课、H5 扫码课件等） 

演示文稿 13.更新 PPT 课件内容，约 30 个 

章节作业 14.增加章节作业，（.ppt）,约 2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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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5.新增航空材料领域参考资料清单（.doc）共 1 分材料 

案例库 16.新增航空材料知识应用案例， 5 个 

题库 17.新增 200 条题目 

拓展资源 18.新增与课程相关的音频 20 个 

 

 

 

2、 拓展资源建设清单 

项目 内容 资源数量 

虚拟现实演示 
利用 VR技术，选取课程难点内容，制作成教学动画，

从而能够清楚表达所讲解的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2个 

H5课件 H5 移动式扫码教学课件 20个 

三维动画或教学动画 
利用动画技术，选取课程难点内容，制作成教学动

画，如晶体结构、位错运动等 
15个 

企业生产或维修视频 
钢的热处理视频、复合材料的维修视频、冲击试验

视频，金属的冷热加工视频 
5个 

在线考核测试题库 实现题库自定义条件自动组卷功能 1套 

专题讲座视频 航空领域新材料、新工艺专题讲座视频资料 3个 

航空材料应用案例库 
不同航空材料如铝合金、钛合金、镁合金、合金钢、

复合材料等的应用案例 
10个 

航空事故案例库 提供航空材料失效导致的空难事故视频及案例分析 5 

航空材料性能测试、生

产、维修相关设备信息

库 

1.力学性能测试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10个 

2.腐蚀性能测试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8个 

3.冷热加工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5个 

4.复合材料维修相关设备图片及使用说明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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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设措施：建设举措，进度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措施，预期效益或标志性成果，辐射带

动等。 

一、 建设举措： 

1、优化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资源建设的根本依据。当前的课程标准与最新的行业发展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首先，要研读最新的民航法规：《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

规则》（CCAR-66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

部），深刻理解其中关于飞机维修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课程设置、考试大纲

等方面的内容。然后，通过企业调研、咨询行业企业专家、毕业生回访等方式，掌

握最新的行业发展现状和岗位技能需求，最终调整、优化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最后，根据本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定位，优化课程标准。 

2. 提高课程资源的质量和应用效果 

高质量的课程资源是精品在线课程的基础。目前本课程资源已有一定积累，课

程资源已经覆盖了所有知识点，但是多数资源在制作时质量不高，开发深度不够。

后期建设重点工作也是在资源的建设和应用上。具体步骤如下： 

1）整理已有课程资源，进行优化删减； 

2）开发高质量的课堂录像和教学音频（全部知识点，约 170份）； 

3）制作优良的Ｈ５移动式课件 20份； 

４）选择课程重难点知识进行微课开发 41 个； 

５）知识点碎片化处理及ＰＰＴ制作； 

６）题库系统的建设，题库试题扩充至 500道，并建立自动抽题系统（可选难

度，章节等）。 

3. 多平台在线授课 

1）前期在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过程中，课程组已经将该

课程所有资源均已上传至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教学型网站平台——智慧职教网

站（http://www.icve.com.cn/），课程所有资源均可在线浏览查看。依靠平台扩大

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本课程的教学。 

2）职教云和云课堂 APP 的利用：在职教云系统根据学生的层次按内容组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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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供教师进行课堂授课和考核。 

3）MOOC 学院：面向全社会开发《航空材料》课程，供社会学习者，民航企事

业员工执照考试辅学使用，学习后通过考核可获得网络证书。 

４. 个性化教学设计 

    个性化学习是在线课程的突出优点。高职院校生源越来越多样化，传统单一的

教学模式难以适应多样化的学生。课程向社会开放后，学习者的类型和层次愈加多

样化。课程平台大数据分析使个性化的精准教学设计变成可能。首先，在登陆获注

册页面识别学习者的类型和层次。然后，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块，提供差异化的学习

资源，以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对平台相关数据的权限进行设定，就能保证不同

类型和层次的学生登陆平台后，所处的模块不同，所能看到的资源和布置的作业、

学习任务、测验题等也不同。最后，收集学习者在课程平台学习过程留下的记录，

运用大数据方法分析其行为特征和学习效果，调整教学设计，全面提高所有学习者

的学习效果。 

5. 扩大在线课程的应用范围 

在线课程的生命力在于大范围的应用，需要以应用为课程设计导向。在课程建

设过程中，本校全年级约 20 个教学班中已经应用 2 年，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出勤

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也显著提高。 

目前，已经将课程推广到相关合作院校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等。近期，该课程在 MOOC

学院的正式开课，向全社会开放课程，扩大应用量。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应用反馈，

优化课程设计，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全社会的应用与共享。 

6、教学团队的教师培养和梯队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既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教学改革的广阔平

台和凝聚教师向心力的良好载体。通过建立团队合作机制和组织模式，有利于形成

和发挥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进一步激发骨干教师

的积极性，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促进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除了具有年龄结构合理、

知识结构完善、职称和学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还要加强对中青年教师教学方法

和教学能力的培养。根据课程教学实际需要，安排教师参加机型培训或相关专业技

能培训以及下企业实践锻炼，参加企业实际生产项目，了解最新行业人才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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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业技术水平；安排教师参加信息化技术类的相关培训，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从而保证在线课程技术的先进性；安排教师到国内一流高职院校学习交流，创新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鼓励教师申报教学改革项目，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实现一流的教师队伍。 

7、 健全推广应用机制，强化应用导向，共享资源，加强社会服务 

在线课程的生命力在于大范围的应用，因此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需要以应用为

课程设计导向。可面向在校师生、相关企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使用，并及时反

馈应用评价，形成“边建边用”，“以用促建”的良好循环。 

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共享，完善学分成果认证机制，为在校师生、企业员工和社

会学习者提供航空材料方面的技术培训服务。 

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学团队授课教师积极申报和开展教科研课题，

充分发挥教学团队教师的科研水平，以科研推动教学，促进教师发展。同时也鼓励

授课教师为相关民用航空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支援。 

推广先进经验和优势资源，带动行业院校发展。目前，已经将课程推广到相关

合作院校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等。最后，该课程将大力

加强 MOOC学院的开发课程建设，向全社会开发课程，扩大应用量，获得应用反馈，

优化课程设计，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全社会的应用与共享。 

 

二、进度安排： 

1、项目进度半年计划 

1）2019年 1月-2019 年 6月 

优化课程标准，完善电子教案，根据教学内容和课程特点优化课件 ppt；完成

电子版章节作业的分类整理以及重点难点专项指南的编写；完成新材料和新工艺应

用案例的录制及剪辑处理。 

2）2019年 7月-2019 年 12月 

    完成移动式教学课件的开发以及所有微课程的录制和后期剪辑处理；编写参考

资料目录清单以及立体化教材；完善在线答疑互动平台。 

3）2020年 1月-2020 年 6月 

   完善题库建设，在线考核测试题库组建，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举办企业专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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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讲座，搜集航空事故案例，搜集航空材料性能测试、生产、维修相关设备图片及

使用说明。 

4）2020年 7月-2020 年 12月 

推广应用，获取反馈数据，查缺补漏，完善已有的课程建设成果，并针对前期

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完善。 

2、项目年度目标及验收要点 

建设项目 
预期完成目标与验收要点 

2019年底 2020年底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建

设 

课程标准 

目标： 

课程标准的调研及分析 

要点： 

修订《航空材料》课程标准

1套 

目标： 

课程标准的应用与完善 

要点： 

课程标准应用效果总结 

课程资源 

目标： 

整理、优化现有资源。 

要点： 

课程说课视频 

教案编写 

演示文稿 PPT制作 

作业、题库编写 

目标： 

面向在线学习新开发资源，评价

资源应用效果。 

要点： 

虚拟现实演示 

微课 41个 

视频 170份 

H5移动课件 20份 

题库 500道 

动画若干 

立体化教材 

航空材料性能测试、生产、维修

相关设备信息 

教学过程 

目标： 

个性化教学设计。 

要点： 

企业生产或维修视频 

差异化的学习内容 

作业、测验、题库建设 

生产案例 

目标： 

学习状态数据分析。 

要点： 

监控学习状态 

预测学习效果 

调整教学设计的模型 

各教学班成绩分析总结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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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 

目标： 

全校应用在线课程。 

要点： 

在线课程应用班级 20个 

学生约 1000人 

专题讲座。 

目标： 

外校应用在线课程。 

要点： 

推广至合作办学院校中应用 

民航同类型院校中应用 

推荐至民航维修企业用作执照

考试培训 

该在线开放课程的应用单位达

到 3个 

三、经费预算： 

项目 

经费预算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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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万 H5 移动课件、视频编辑 

办公费 1.5万 存储设备等 

咨询费 1万 企业专家咨询费 

出版物 2万 立体化教材 

差旅费 3.5万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培训费 1.5万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其他 1万 耗材、通讯等 

合    计 15万  

计划财务处审核意见 
 

 

四、保障措施： 

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教学项目的建设，制定“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项

目管理办法”，承诺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和相应资源的配置。学校成立了校科技

工作委员会，通过完善、规范我校的教科研项目、经费、奖励等的管理制度，努力

适应新常态，为教职工多出成果、多出效益提供政策支持，使我校的教科研工作走

上协调、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五、预期效益： 

建成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达到“能学、辅教”的目标，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发展

和多样化终身学习需求，有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提高航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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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专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六、辐射带动： 

在线课程辐射到合作办学院校和行业同类型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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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