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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建设单位名单 

（同一档次内按国务院省级行政区划顺序及校名拼音排序） 

第一类： 

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A 档）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药品生物技术 

天津市职业大学 眼视光技术、包装工程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技术、园林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学前教育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第四类：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C 档）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学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包装策划与设计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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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荣获第二批国

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

第3/139页



第4/139页



第5/139页



54 
 

序号 院校名称 骨干专业名称 

2218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219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2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1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2222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223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4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2226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2227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228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结构修理 

2229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物流 

2230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223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32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23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3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3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3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供电技术 

2237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23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2239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 

2240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24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2242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家政服务与管理 

2243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224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2245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224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4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 

224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2249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5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25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微电子技术 

225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5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2254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风景园林设计 

225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225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5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日语 

2258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25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第6/139页

Administrator
矩形



第7/139页



第8/139页



第9/139页

飞超人(刘超)
Square



网址：

https://www.icve.com.cn/portalproject/themes/default/6423adankllo1fcjdkvasg/sta_page/index.
html?projectId=6423adankllo1fcjdkva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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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公示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主要建设单位 主要开课平台

1 财务报表编制与分析 于久洪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智慧树

2 税费计算与缴纳 李颖超 北京市商业学校 正保云课堂

3 市场调查与统计 胡丽霞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智慧树

4 消费者行为分析 平建恒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智慧树

5 网络安全防御 张博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6 FPGA 技术应用 张智慧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大学 MOOC

7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马冬宝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大学 MOOC

8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 管小清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大学 MOOC

9 钻石鉴定与分级 张晓晖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 无人机摄影测量 赵小平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1 京绣产品设计与制作 薛凤彩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
学银在线

12 紧急救助 海南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学堂在线

13 老年人能力评估 谈玲芳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4 食品感官检验技术 柳青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5 动物细胞培养 冯晖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爱课程

16 思想道德与法治 林广梅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7 应用文写作 郭朝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8 高等数学 张莉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9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 郑佳荣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20 建筑材料性能检测 宣世宏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UMU 互动学习平台

21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运行

与维护
曲秋莳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22 幼儿园游戏 刘相俊 北京市商业学校 学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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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主要建设单位 主要开课平台

1048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李代俊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049 会计基础 曾海帆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050 PCB 设计与制作 李华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051 Java 编码技术 周春容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52 高频电子技术 刘雪亭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爱课程

105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杨居义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堂在线

1054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张巍 四川省商务学校 爱课程

1055 光纤传输系统运维与管理 赖敏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树

1056 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让你成

为行走的搜索引擎
陈萍秀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057 信息技术 陈继红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058 信息技术 陈芳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

职业技术学校
学银在线

1059 焊条电弧焊技术与操作 章友谊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爱课程

1060 零件几何量检测 邱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大学 MOOC

1061 机械制图 严辉容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062 航空发动机原理与结构 海雯炯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63 树脂基复合材料成型工艺 吴悦梅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64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唐卫东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65 老年护理学 张先庚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智慧树

1066 妇产科护理 袁素华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67 基础护理技术 付能荣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068 基本护理技术 王静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69 急救护理 缪礼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70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陈清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071 建筑结构 张爱莲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072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务 杨甲奇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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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主要建设单位 主要开课平台

1148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 安福强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149 煤制甲醇技术 齐晶晶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15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冯文娟 武威职业学院 学银在线

1151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与调试 方占萍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152 Photoshop 图形处理 郑荣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树

1153 数字测图技术（混合式） 张慧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树

1154 地球物理测井 樊宏伟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

1155 智能交通系统概论 王玉洁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树

1156 建筑工程概预算 王苗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157 道路建筑材料（混合式） 张玲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树

1158 动物诊疗技术 柳旭伟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1159 养禽与禽病防治 苏晓月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学堂在线

1160 国际商务管理 张晓青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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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

我校选手荣获2022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飞机维修”赛项一等奖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

　　11月1日至11月6日，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金

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技能发展工作组承办的2022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经过省赛或区域选拔赛晋级的来自全国20多个省

市、40所院校的40个代表队、80名参赛师生齐聚一堂，上演了激烈的角逐。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作为国家级技能竞赛，共设置了28个赛项，其中飞机维修为今年新设赛项。本赛项为团体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由2

名比赛选手组成，参赛选手为在校学生或者35岁以下青年教师。竞赛内容包括3个模块：直升机日常检查、航空发动机部件拆装、飞机液压系统排故。40个参赛队

按照其竞赛总分排名，评选出一等奖4支、二等奖8支、三等奖12支队伍。

　　我校选手在培训期间克服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在邹付群、杨财用等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和衷共济，积极备战。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校飞机维修工程

学院冯浩杰、唐宣佩两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以总分第3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总分前两名均为青年教师组成的参赛队），两名指导教师被授予“优秀指导专家”荣

誉称号。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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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

我校选手荣获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二等奖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

 
　　5月26日—5月27日，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人事科教司、湖南省教育厅承办，全国民航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协办的2019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和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来自全国20个省市、29所院校的29个代表队、87名参赛选

手齐聚一堂，上演了激烈的角逐。

　　本次比赛为团体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由3名比赛选手组成，参赛选手均为高职院校2019年度在籍学生。竞赛内容包括三个项目：一是活

塞-5型发动机汽缸、活塞和气门组件的拆装与调试；二是涡桨-5型发动机高压燃油泵拆装；三是基于CFM56系列发动机的区域标准线路施工。29个参赛队按照其竞

赛获得的总分排名，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经过激烈的比赛，我校陈宗通、林琼钊、高星集三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以总分第4名的成绩获得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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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

我校学子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

　　6月18日至6月20日，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人事科教司、湖南省教育厅承办，全国民航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协办的2021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和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1所院校、63名参赛

选手齐聚一堂，上演了激烈的角逐。

　　本次比赛为团体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参赛选手均为高职院校2021年度在籍学生。竞赛内容包括三个项目：一是飞机铆装

结构修理；二是AN-24NT型发动机高压燃油泵拆装；三是基于CFM56系列发动机的区域标准线路施工。大赛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能力评价与职业素

养评价相结合的原则，21个参赛队按照其竞赛获得的总分排名，评选出一等奖2个队、二等奖4个队、三等奖6个队。

　　我校选手在培训期间克服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在韦克昌、邢瑞山等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和衷共济，积极备战。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校飞机维修工程

学院2018级学生彭格琛、黄辞菡、陶超三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以总分第4名的成绩荣获团体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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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
中职部分

序号 层次 分类 教材名称 第一主编 第一主编单位 出版单位

1 中职 农林牧渔类 草坪及地被植物栽培与园林应用 徐荣 北京市园林学校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2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宠物常用诊疗技术 董璐 北京市园林学校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3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盆景制作与赏析 赖娜娜 中国园林博物馆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4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测量 邵淑河 北京市园林学校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5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猪病防治 陈学风 内蒙古赤峰农牧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6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动物病理 周珍辉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7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动物微生物及检验 赵良仓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8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经济动物养殖 陈灵 河南省驻马店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9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动物繁殖与改良 钟孟淮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0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牛羊生产 李明 扎兰屯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畜禽解剖生理 盖晋宏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现代农产品营销实务 陆立才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苏州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3 中职 农林牧渔类 蔬菜生产技术（北方本） 韩世栋 潍坊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4 中职 农林牧渔类 果树生产技术（北方本） 马骏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5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农作物生产技术 秦越华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6 中职 农林牧渔类 食用菌生产技术 叶颜春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7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农业机具使用与维护 张智华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8 中职 农林牧渔类 盆景制作与养护 钱伯康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植物种植施工 李宝昌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工程项目管理 肖振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林业学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1 中职 农林牧渔类 林木种苗生产技术 黄云鹏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2 中职 农林牧渔类 植物保护技术（第三版） 冯艳梅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3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工程预决算 陈振锋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24 中职 农林牧渔类 植物保护技术 王存兴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25 中职 农林牧渔类 PLC与变频器技能实训（第2版） 方爱平 宁波鄞州职教中心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6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工程施工图识读 毛苹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7 中职 农林牧渔类 园林土建工程施工 何瑞林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28 中职 资源环境类 环境水处理药剂 黄树杰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9 中职 资源环境类 矿井巷道布置（第3版） 胡贵祥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应急管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30 中职 资源环境类 矿井火灾防治（第2版） 庞国强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应急管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31 中职 资源环境类 煤矿固定机械（第2版） 万英盛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应急管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32 中职 土木水利类 Revit建筑建模技术 汤建新
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海市
园林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33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广联达BIM算量软件应用 第2版 任波远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34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工程预算 第3版（配山东省定
额）

任波远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35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应用电工 孙志杰 天津市建筑工程学校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36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工程测量 郑君英 石家庄市城乡建设学校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37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施工技术 郭晓霞 宜昌市三峡中等专业学校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38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张红梅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39 中职 土木水利类
建筑装饰效果图绘制3ds 
Max+VRay+Photoshop 第2版

杨茜 石家庄市城乡建设学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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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 杨波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263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 杜晓辉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264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美容与保养（第4版）（附微

课视频）
宋孟辉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1265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工程制图与CAD（第3版） 汪谷香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266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修

理（第2版）
于万海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267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工程制图（第三版） 罗玉柱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268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建筑材料 王力艳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269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工程岩土（第3版） 罗筠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270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工程力学（第二版） 胡拔香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271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公路CAD 王月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大学出版社

1272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桥涵施工技术 孙媛媛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大学出版社

1273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快递客户服务与营销 何雄明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1274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邮政通信地理（第2版） 王为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75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国际邮政通信（第2版） 王为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76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邮政通信组织管理（第3版） 王为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77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邮政技术设备与管理 马记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78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飞机部件修理专业英语 高婕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79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国内客票销售 何蕾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0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安检违禁物品 邵咏亮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1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安检概论 顾正钟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2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波音737NG飞机动力装置（CFM56-

7B & APU）
宋静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83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客舱安全（第二版） 刘小娟 中国民航大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284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概论 江群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5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客舱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宫宇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1286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空中乘务情境英语 范晔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7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乘务英语实用会话（第四版） 范建一 中国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1288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化妆技巧与形象设计 刘慧 黑龙江职业学院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1289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客舱服务与管理（第二版） 韩瑛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90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机场运行管理 魏全斌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1291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空乘英语实用口语教程 李屹然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92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服务英语 齐超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293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服务英语视听说 藏旭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294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客舱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汤黎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1295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点击职业英语 职业英语模块 空乘

英语
黑丹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296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航线地理（第二版） 洪德慧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297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航空保健与急救 梁军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298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飞机维修专业英语——飞机系统 赵迎春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有限

公司

1299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法规基础教程 马春婷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300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服务礼仪 张晓玉 兰州文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

1301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头等舱餐饮服务（双语）数字课程 陈晓燕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公司

1302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概论 黄永宁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303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空乘礼仪数字课程 何梅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公司

1304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应急处置数字课程 安心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公司

1305 高职 交通运输大类 民航服务心理与实务 张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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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粤高校教管学会﹝2022﹞1号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关于公布

2021 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关于开展 2021 年

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申报的通知》，学会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的推荐与遴选工作。经专家评审，学

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共遴选出《生命科学研讨课》等 296 个

项目立项为 2021 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现将名单（见附

件）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建设项目由项目的牵头高校和共建高校共同开

展建设与研究。

二、牵头高校要做好项目的监督与管理工作，保障项目

的建设进度与成效。

三、项目负责人要积极整合团队力量，按照要求开展项

目建设，确保项目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四、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结题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一门或多门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完整的教案（包含每章

节的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融入策略、课

程思政考核要素）；

2.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思政案例集（每门课程至少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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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会将按学科门类选出有示范、推广借鉴价值的优

秀案例编制成册，并资助出版。

附件：

1.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1 年度课程思政

建设项目立项名单（本科）

2.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1 年度课程思政

建设项目立项名单（高职）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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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2021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立项名单（高职）

序号 项目编号 牵头单位 支持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建设经费/元

1 X-KCSZ2021264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重点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与票务管理
丛丛 10000

2 X-KCSZ202126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一般 乒乓球 李贞晶 2000

3 X-KCSZ202126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一般 程序设计基础 陶南 2000

4 X-KCSZ202126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一般

综合项目实战--鸿蒙应

用开发
曾文英 2000

5 X-KCSZ2021268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 社会工作实务 袁荣珊 2000

6 X-KCSZ202126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护理专业人文素养课程 徐晨 2000

7 X-KCSZ2021270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信息技术基础 郑根让 2000

8 X-KCSZ202127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 服饰设计 符小聪 2000

9 X-KCSZ2021272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 工程制图与 CAD 沈凌 2000

10 X-KCSZ202127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一般 单片机应用技术 徐操喜 2000

11 X-KCSZ202127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自筹 健美操 向春玉 经费自筹

12 X-KCSZ202127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自筹 乘务英语口语 王红艳 经费自筹

13 X-KCSZ2021276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电气控制与 PLC 龙庆文 经费自筹

14 X-KCSZ2021277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李茂英 经费自筹

15 X-KCSZ202127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面向城轨通信信号专业

多门课程(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通信原理城轨、信

号系统运行与维护、城轨

专用通信设备维护)

万敏华 经费自筹

16 X-KCSZ202127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自筹 公共建筑设计 刘圆圆 经费自筹

17 X-KCSZ2021280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自筹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潘丹 经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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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X-KCSZ2021281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大国工匠系列课-格力精

神
陈晓静 经费自筹

19 X-KCSZ2021282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智能家居中的单片机技

术
刘玉洁 经费自筹

20 X-KCSZ202128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应用数学 周小玲 经费自筹

21 X-KCSZ202128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铁路运输经济学 郑山水 经费自筹

22 X-KCSZ2021285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
自筹 公共空间设计 冯榕灿 经费自筹

23 X-KCSZ202128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燃气涡轮发动机系统 刘熊 经费自筹

24 X-KCSZ2021287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自筹 Web 前端开发 孙闯 经费自筹

25 X-KCSZ2021288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自筹 口腔颌面外科学 黎祺 经费自筹

26 X-KCSZ2021289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自筹 健康评估 陈方军 经费自筹

27 X-KCSZ202129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自筹 药物化学 邓礼荷 经费自筹

28 X-KCSZ202129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自筹 儿科学 欧明娥 经费自筹

29 X-KCSZ2021292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自筹 中医诊断学 江璇 经费自筹

30 X-KCSZ2021293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自筹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刘伟 经费自筹

31 X-KCSZ2021294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自筹 汽车维护与保养 黄军辉 经费自筹

32 X-KCSZ2021295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自筹 音乐简史与名作赏析 周玉娥 经费自筹

33 X-KCSZ2021296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自筹 视唱练耳 郭永青 经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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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2021年校级质量工程教育教学类拟立项项目一览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专家评分

1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燃气涡轮发动机系统 刘熊 88.4

2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典型机型飞机电子系统 李文攀 85.4

3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典型民航飞机通信系统 刘晨 82

4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航空货物运输服务 赵忠义 79.4

5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叶宝玉 78.8

6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航空货运销售实务 周卓丹 78.6

7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民航国内客票销售 刘宗芹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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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299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学分制视域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例
陆轶

30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 CCAR-147 标准的飞机维修实践教学诊断与

改进的研究
曾会华

301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高职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研究
刘超

302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微课的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探索和实践
吴成宝

303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民航 ICT 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以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试点研究为

例

胡洋

30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龚煜

305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安全理念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以航空安全员训练与准职业人培养为例
张力平

30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 CDIO 理念的民航电子商务类课程项目化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张颖敏

307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基于校企深度融合的计算机专业协同人才培养创

新研究
程允丽

308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

学院

基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英语专业综合改革研究与

实践
谭晓春

309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与智能云平台的“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耿江涛

310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体育高职院校冠军文化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晴

311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职业通用

素质类课程中的融合设计与实践
陈利

312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职创新创业精准化教学研究程丹

313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体医融合背景下高职高专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实

践教学模式研究
肖冰

314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赛事产业背景下体育运营与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张艳美

315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

究
陈芳

31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校企党政联盟下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汪璞

31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虚实融合技术的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以《 轨道交通车辆电器检修与维护》 课程为

例

李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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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公司 

33 JZ201933 普通项目 
基于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在线课

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无 曾德江 

34 JZ201934 普通项目 

精准对接大湾区制造业人才需求构建

高职机械类专业“六化一体”教学模

式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无 鲍仲辅 

35 JZ201935 普通项目 

基于“泛雅平台+学习通”的高职翻转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以机电装备控

制技术课为例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无 桂建保 

36 JZ201936 普通项目 
“三教”改革背景下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无 洪建明 

37 JZ201937 普通项目 
校企融合下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与实

践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无 彭朝阳 

38 JZ201938 普通项目 
基于产教融合的机械产品多平台颗粒

化设计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农垦湛

江技工学校 
陈建丽 

39 JZ201939 普通项目 
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机械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无 詹春毅 

40 JZ201940 普通项目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新能源汽车整车控

制系统检修课程的应用研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无 王辉 

41 JZ201941 普通项目 
基于德国“双元制”的《机械基础》

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无 文丽丽 

42 JZ201942 普通项目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1+X”证书书

证融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无 向燕 

43 JZ201943 普通项目 
增材制造技术在机械设计课程中的教

学改革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无 曾志文 

44 JZ201944 普通项目 

科教融合，项目引领——装备制造类

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研究

与探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无 毛琼 

45 JZ201945 普通项目 
行业企业技术技能积累与传承研究—

以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为

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无 覃岭 

46 JZ201946 青年项目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以评价量规为导向

的项目式教学设计与应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飞机维

修有限公司、

北京飞机维

修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高春瑾 

47 JZ201947 青年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思政”元素融

入高职航空机械维修专业教学的路径

探索与实践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 
刘超 

48 JZ201948 青年项目 
基于“互联网+”教育机械制造类教学

模式探讨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工贸职

业学院、广州

市工贸技师

学院 

宋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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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交教研字〔2021〕6 号 

关于公布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0-2022 年度 

交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分会、各研究中心、各会员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0-2022

年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交教研字〔2020〕36号）

要求，我会组织了本届交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报和评审工

作。经专家评审，并报会长办公会批准，确定立项 2020-2022

年度交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568项，其中重点课题 77 项（含

A 类 51 项、B 类 26 项）、一般课题 491项。现将课题立项

名单予以公布，请各会员单位按照《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

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18年 10 月修订）》，切实加

强对本单位立项课题的过程管理，提供完成课题所需条件，

指导和督促课题组按时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建议课题承担

单位为所有立项课题提供相应经费,支持课题组按照研究计

划扎实开展研究。为方便沟通联络，请各会员单位课题管理

人员加入我会课题管理 QQ 群 991023524。 

联系人：韩磊、李洪华 

电  话：0531-8068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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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海棠路 5001号山

东交通学院（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学术部） 

电子邮箱：zjjyhkt@163.com 

 

附件： 

1.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0-2022 年度交通教育科学

研究重点课题立项名单 

2.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0-2022 年度交通教育科学

研究一般课题立项名单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1 年 3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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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0-2022 年度交通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立项名单 

编号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工作单位 课题组成员 备注 

JTZD20-01 重点课题 
面向交通强国建设需求的智能交通创新

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及实践 
丁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鲁光泉、于滨、张钊、李宏海、

高剑 
A 类 

JTZD20-02 重点课题 
产教融合视阈下航海类高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行业导师教学指导能力提升研究 
王诺斯 大连海事大学 

彭放、王施宇、董彬、邢辉、袁

园、相晓彤 
A 类 

JTZD20-03 重点课题 
交通强国建设视域下高校航海类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与教学内容的改革研究 
隋江华 大连海洋大学 

沈烈、孙鹏、李明智、王庸凯、

张飞成、李长伦 
A 类 

JTZD20-04 重点课题 
BOPPPS方法在汽车类专业课程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谢春丽 东北林业大学 

刘永阔、李胜琴、阎春利、范东

溟、宋百玲 
A 类 

JTZD20-05 重点课题 

以行业需求、能力目标为导向的电气工

程专业“四融合”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

究 

吴文辉 华东交通大学 
韦宝泉、徐祥征、申惠、王述江、

王健 
A 类 

JTZD20-06 重点课题 新基建背景下的交通类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施佺 南通大学 
邵叶秦、李泽慧、王晗、高锐锋、

周晨璨 
A 类 

JTZD20-07 重点课题 
面向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数据产业学

院创新实践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丁卫平 南通大学 

王杰华、鞠小林、程学云、陈森

博、曹金鑫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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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工作单位 课题组成员 

JTYB20-385 一般课题 
校企合作视野下的中职汽修学生核心素

养融入培育研究 
陈楚文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陈楚文、何才、邱志华、盘宗

敏、安明华、戴欣兰 

JTYB20-386 一般课题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与

实践 
刘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薛建海、王晓宇、龚煜、高春

瑾、李召 

JTYB20-387 一般课题 
以心理素质训练优化大学生职业心理素

质的作用研究 
李艳华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王立昭、杨茜、肖彩兰 

JTYB20-388 一般课题 
心理资本视域下的专业认同与学业成绩

的关系 
王立昭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元江英、孔磊、马涛、刘刚 

JTYB20-389 一般课题 
“三全育人”体系下飞机维修专业教学模

式的研究 
王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马涛、王立昭、后梓、刘刚、

孔磊、覃智勇 

JTYB20-390 一般课题 
基于课程思政的交通职业院校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 
罗宜春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菊娇、韦家正、成世龙、覃

喜、陈正振、何福贵、郑金明、

黄瑞琦 

JTYB20-391 一般课题 
高职生源多元化背景下教学模式的构建

与实践研究 
王富强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阳利君、陈玉婷、李卫宁、黄

海龙、梁锴南 

JTYB20-392 一般课题 
基于 OBE-CDIO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核

心课程体系设计与实施 
杨旭志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法春、廖中文、管卫华、简

浩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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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日22 22:26 日 2022/8/31 22:26:38 

发电单位民航局人事科教司

等级特急·明电

签发盖章刘全波

局发明也〔2022 〕 2067 号

关于对 2022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公示的通知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中国民航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开展

2022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经组织 2022 年民航教

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出“基于持续改进的国际化复合

型民航高端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等一等奖 12 项、“运用先进信

息技术助力教育教学信息化”等二等奖 28 项（名单附后），现予

公示，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所评成果的权属等有异议的，可自公示之

日起 20 日内向我司提出，异议要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

料）提出。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

并写明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和电话；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在异

共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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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日22 22:26 日 2日22/8/31 22:26:38 

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写明本人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和电

话，

联系人：尹文质，电话： 010-640916710

附件： 2022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评审获奖名单

民航局人事科教司

2022 年 8 月 31 日

承办单位：培训教育处 也£舌： 010-64091671

206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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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民航教学成果奖评审获奖名单

MBMM＼臼＼UUFNMHMmnω由
序

推荐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号

基于持续改造的国际化复合型民航商端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一等奖 杨新渥、牛一凡、马龙、邓甜、胡雪兰 中国民航大学

2 以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多类型、乡层级教师培训体系构建 一等奖
韩雁、于剑、张旗、王聪、捕、伟、余林法、 中国民航大学

与实践 梁志墨、耿淑香、杜蓓、王冬冬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3 
以学生为中心，能力培养为主线的“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

一等奖 韩萍、何炜混、冯青、石庆研、许明如 中国民航大学
建设与实践

4 民航中青年干部教育培训11模式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高翔、黄为、产琴、洪巧英、李磊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5 基于胜任力的民航国际化人才选拔及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一等奖 朱红、王卫华、郭健、节可铭、马静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6 面向智慧民航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复合型人才培训体系设计 一等奖 刘二、袁婷、钟敏、刘心桥、周星光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与实践

7 
基于“三融、三改、四驱”的飞机结构修理技术人才培育模

一等奖 刘大勇、龚友板、林列书、黄昌龙、程秀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式探索与实践

民航交通运输新工科多方协同培养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等奖 潘卫军、杨昌其、罗军、程擎、武丁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9 面向一流民航特色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服务实践 一等奖 叶露、李凤鸣、周泽友、钱宇、杨军利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10 新工科视域下航油储运安全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贺元拌、陈勇刚、刘翔、孔麟、詹婷雯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11 供给侧视阁下民航特有专业育人模式改革与创新 一等奖
梁智生、田巨、蔡传文、胡华、曾会华、刘志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刚、刘艺涛、雷曙光、刘明德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12 面向飞行技术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的导航综合课程体系研究与 一等奖 张光明、张焕、陈明强、徐开俊、林娜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实践

13 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助力教育教学信息化 二等奖
冯兴杰、李杰、阅戚、赵丽娜、郭晓静、仇晓 中国民航大学
锐、应书爽、李佳 企橄榄（天津）传媒科技公司

14 “红＋绿＋篮”三色融合的课程教学体系设计与实践 二等奖 陈侯秀、赵凤彩、田乾乾、张燕、于剑 中国民航大学

15 基于目标导向（ OBB ）的民航特色课程恩政教学体系创建与
二等奖 唐庆如、何小傲、江泼、魏林红、武丁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中飞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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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号

16 国家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机场管理人员“四位－体”培训体 二等奖 王文俊、林霞、郑攀、陈燕、程浩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系探索与实践

17 民航安保关键管理岗位人员三级培训课程体系重构与实施 二等奖 王立军、王豆、张艺严、宋丽、朱涛涛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18 面向民航强国战略需求的适航审定人员培训体系创新与实践 二等奖 陆良、丁晓字、李凯、周沐、王晓峰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19 “五位一体”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育人体系十年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阁成、学位、李戚、冯兴杰、吴恩铭、韩雁、 中国民航大学
初晓、周立春、袁美玲、陈萌 天津给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 立体化可组构式机载电子系统教学资源库研究与实践 二等奖 张晓瑜、陈软圣、郭润夏、张英杰、高洁 中国民航大学

21 “三要素，三证书”双循环机制下，飞机机电维修专业教育
二等奖 刘传生、王舰、田巨、刘超、李璐瑶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的构建与实践

22 面向民航强国建设的临空经济复合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沈丹阳、曹允春、石学刚、赵冰、孙彤 中国民航大学

23 “五位一体”飞机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二等奖 曾会华、李家字、符双学、高捷、林列书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4 “五位－休”的《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精品开放课
二等奖 丘宏俊、周莲、陶理、刘艺涛、袁忠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程建设与应用

“价值引领、一专多能、课证融合”的通航维修专业人才培 薛建海、高春瑾、刘普、王鹏、龚煌、宋辰瑶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5 
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二等奖
、陈裕芹、梁华洪、田巍

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机维修厂
湖南瀚呈国际航空学校有限公司

26 守正创新，和而不同一一行业特色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的中国 二等奖 张艳玲、自辉、侯静华、原文杰、刘君 中国民航大学
民航大学实践

27 智慧民航建设下数字赋能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二等奖 何元靖、停强、罗银辉、张中浩、李廷元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体系创新与实践

基于产教融合的“航空油料储运课程群”协同共建研究与实 崔艳丽、丁清苗、沈青、陈援援、常彬、李佳
中国民航大学

28 
践

二等奖
、陈为民、武志琦、李旭光、杨广峰

北京中航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机场航空油料有限公司

29 服务通用航空安全发展的“知学能用”培养模式与培训体系 二等奖 吕人力、于一、刘洋、李伟、谢智辉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构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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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号

30 打造“一二三三四”校企融通育人平台， 培养民航及创型
二等奖 回玉鹏、梁志墨、吴恩铭、李漉、赵世伟 中国民航大学

人才

31 
构建 cc双核双翼”飞动专业课程体系，聚焦“两性一度”机

二等奖 刘爱中、陈淑仙、魏武固、闰锋、付尧明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务课程教学改革

32 学科创新竞赛群服务民航机务特色专业建设模式的探索与实 二等奖 付为刚、陈志超、凌云、付尧明、朱新字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践

33 标准引领、校企双主体航空地面设备维修专业建设路径创新 二等奖
徐红波、林小风、武佳竞、李家字、吴洪坤、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与实践 夏忠洪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34 五递进、四维皮、五服务：飞机机电类课程数字化转型机制 二等奖
李佳丽、刘超、王兵、王海龙、邓君香、刘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与实践 、古世巍、刘坤、周撞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35 教学与科研协同下的《飞机性能工程》课程持续改革与实践 二等奖
谷润平、魏志强、祷双磊、赵殷庆、刘菲、马 中国民航大学
新、庄商剑、刘聪、刘龙、李鸿坤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36 服务国家发展新动力源，探索大型机场人才培养模式 二等奖 王长久、王文俊、林霞、陈燕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37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民航安全资质类培训课程体系构建与 二等奖 吕忠、唐历华、于航、张向晖、王侯含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实施

38 面向飞机防火与救援的航空消防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 二等奖 刘全义、贺元尊严、陈现涛、贾旭宏、伍毅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实践

39 航空安全管理系列经典教材建设与开发（教材） 二等奖 孙佳、倪海云、于航、严琴、熊康吴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40 “五位一体，三元困本”民航德技并修高技能育人模式的探
二等奖

陈裕芹、孔磊、蔡传文、韦克昌、李志威、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究与实践 赞墨、黄方道、戴沉均、黄东军、梁俊誉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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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

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

拟资助立项项目的公示

根据《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按照 2021 年度“攀登计划”

立项工作安排，经校省逐级审核评选，拟确定中山大学《融

合知识图谱的垂直领域智能搜索、推理及可视化平台》等

1050 个项目拟立项项目（详见附件 1）。现对拟立项项目进

行为期五天的公示，公示为 1 月 29 日—2 月 2 日。

各高校应核对公示中本校拟立项项目的申报信息，若相

关信息存在错误，请根据要求填写拟立项项目信息勘误表并

提供相关证明。其中，指导老师与项目作者的人员信息、人

员数量和顺序不作调整。请校团委将电子版文件（word 版和

PDF 签名扫描版）汇总后于 2 月 2 日 17:30 前报送至学校部

邮箱（邮件命名：学校名称+“攀登计划”项目信息更正）；

纸质版文件加盖校团委公章后，于 3 月 10 日前寄送至团省

委学校部。

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团省

委反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个人名义反馈情况的，请

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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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编号 学校 大类 小类
评审

结果

资助金额

（单位：万）
项目名称

主要

完成人
指导老师 项目成员

pdjh2021b0708 广州软件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社会 一般项目 1

组织融合下的三角体系：社村防疫工作

实证分析

——以肇庆市迪村社区防控新冠病毒

为例

黄梓琪 叶海燕 廖云珊 吴 俊 陈秀慧 谭骄阳 冼建国

pdjh2021b0709 广州软件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教育 一般项目 1
新时代大学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实践路

径研究
麦晓文 吴辉剑 张佳丽

郑可彤 汤明秀 梁宝才 李苏灿 林晓洋

范志恒 黄悦娜 刘宇婷

pdjh2021b0710 广州软件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管理 一般项目 1
大数据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

模型与系统构建——基于熵值模型
胡 吉 陈坚强 罗 蕙 林烁文 黄梓吉 陈成隆 李海东

pdjh2021b0711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发明制作类 机械与控制 一般项目 2

国产大客机“系留无人机+智能车”联

体检测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罗祺睿

徐恩华 李建涛

刘艺涛
祝家成 谷薪炜 屠一欣 姚俊耀

pdjh2021b0712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发明制作类 信息技术 一般项目 2

基于 AR 技术的飞机刹车组件仿真互动

APP 设计与实现
刘高胜

刘 超 薛建海

王晓宇

王志明 林建皓 马潇伟 武泽昕 邓志鑫

金 科

pdjh2021b0713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
信息技术 一般项目 1.5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高校课堂学生行

为自动识别关键技术研究
赖成傑 高 强 洪锐锋 郑泽丰 袁迪莎 周柏伶

pdjh2021b071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

学术论文

教育 一般项目 1
中国民航短视频平台营销策略研究—

—以抖音平台为例
孙启富

池锐宏 王 通

李建涛
刘明熹 黄梓纯 胡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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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创新杯”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结果公示

媒体：航空知识 2022-10-28 21:16

由中国航空学会、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主办的“创新杯”第十届全国未来

飞行器设计大赛已于近日圆满完成，并将于 11 月 9 日上午在珠海航展现场举行

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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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index.html)>信息公开 (/col/col409/index.html)>通知公告 (/col/col411/index.html)

关于公布第一届“彩虹杯”全国无人飞行器设计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日期：2021-12-01 / 人气：/ 来源：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航空学会、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一届“彩虹杯”全国无人飞行器设计大赛，在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以公

正、公平、公开为原则，严格遵从评审办法，经过两轮评审，最终评出41件（专业组21件、业余组20件）获奖作品和3个“优秀组织奖”（获

单详见附件）。

本届大赛以设计一型无人机、或者一套无人作战系统（可含有多型无人机），满足我国未来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军事任务需求，同时需与我

现有作战力量协同执行任务为主题，按照参赛人员的专业背景和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分为专业组、业余组二个组别。大赛得到广大航空从业人员

各高校在校学生、航空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与参与，提交的作品质量很高，涌现出许多富有创新的优秀作品。

大赛组委会将按照文件要求，邀请专业组特等奖和一等奖，业余组一等奖作品的第一作者，出席中国航空学会举办的颁奖仪式。由于受新冠

情影响，颁奖仪式将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附件：第一届“彩虹杯”全国无人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附件：

“彩虹杯”获奖名单（专业组）

奖

项

第一作者 队伍成员 作品 学校

特

等奖
李泽波

王思娴、张志成、陈峥

廷、周金辉、张浩男、朱涛

焘、李博雯

导师：郭昊

“幽浮”自旋无

人飞行器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一

等奖 赵晨轩

龚荆蕾、程冬吉、申东

一、邹童、刘澈、秦嘉政

导师：孙康文

组合体太阳能侦

察/监视无人机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请输入关键词 EN

网站首页 关于学会 信息公开 会员中心

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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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搏轩

徐万芳、殷渊韬、米佳

麟

导师：袁忠大

中国下一代空

中优势作战体系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西华大学南京大

学

优

秀奖

何金虎
张超然、蒋宛蓉、解凌

昊

“飞鱼”反潜

无人机系统

成都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

陈诗卓

马昊宇、唐俊宁、刘若

诗、王红阳、王禹乔、尹

帆、王运泽

飞燕-新型飞翼

布局战术侦察无人

机

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

张超 韩婷婷、邓强、廖鑫

基于仿生海鸥

翼的智能无人机作

战系统设计

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余彬
曹润泽、赵世民、刘前

成

夜隼——基于

KFM翼型的折叠翼

单兵作战无人机

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

苏玉鹏 杨一昕、江淋
雨燕无人攻击

机
西华大学

王子龙 杨凯、刘肖迪、张晓鹏
“领袖者”无

人机
中原工学院

李博炀 李昊、刘伯墉、周毅飞
“战龙”无人

机

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

董磊 宏格尔、李朝辉
“猎鹰一

号”无人机

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

贾立新  
彩虹333系列化

无人舰载机

西南技术物理研

究所

李养浩  
“暗夜使

者”无人歼击机
中原工学院

丛及尧  
“暗影”超机

动无人机
个人

文李翼佳  
超声速远程静

音无人作战飞机
个人

 

 
 

奖

项

单位

优

秀

四川省航空宇航学会

河南省航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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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关于征集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备用器材的通知 (/… 上一篇：中国航空学会关于第十届理事会拟任负责人人选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地铁5号线北苑北站）

综合管理部 01084924382

计划财务部 01084929338

期刊管理部 01084924382

组织工作部 01084924387

会员服务部 01084923943

科技人才部 01084923943

学术交流部 01084934114

国际联络部 01084924317

科技发展部 01084924386

科学普及部 0108492

会展培训部 0108492

双创服务部 0108492

(https://xcx.csaa.org.cn/client/index.html#/Login)

学会动态 (/col/col410/index.html)

关于学会 (/col/col419/index.html)

ENGLISH (/col/col435/index.html)

管理条例 (/col/col426/index.html)

中国航空学会

联系我们Contact US

京ICP备05039765号-1 (https://beian.miit.gov.cn/) 微信扫一扫

组

织奖
北京航空航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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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www.gdcyl.org/xxb/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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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1-2022 学年教师教学质量

评价结果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依据《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第

一次修订）》（穗民航学院〔2020〕152号）文件，经教学质量评价

工作办公室按规定统计、汇总，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确认后，

评选出薛建海等88名教师获2021-2022学年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

秀等级。

现将《2021-2022学年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总结》予以印发，

希望各位教师再接再厉，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

特此通知。

穗民航学院〔2022〕210 号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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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期的学生评价（占100%）结果取平均值。

如果任课教师所承担的选修课只有一个学期的评价结果，则

取此学期的评价结果作为该教师年度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4.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排名是根据不同单位或不同课程类

别进行划分，如果教师学年内在不同部门或不同课程类别授课课

程（含理论和实践课）两门或以上者，则按授课课时多的课程（含

选修课）参与所在单位或课程类别排名。

5.教师教学质量优秀等级的名额按照课程归属部门或不同课

程类别的参评教师人数为基数乘以 20%计算（小数部分按四舍五

入处理）。

6.教学过程中，被认定为教学事故或教学差错的，取消责任

人该学年度教学质量评价优秀资格。

二、2021-2022 学年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优秀等级名单（共 88

人）

（一）飞机维修工程学院（获优秀等级27人）

1.理论类（参评教师77人，评为优秀15人）

薛建海、魏娜、黄钰雯、宋辰瑶、刘熊、卢艳君、陈曜、李

璐瑶、刘超、龚煜、程思竹、钟梓鹏、覃智勇、朱芳、郭艳颖

2.实训类（参评教师58人，评为优秀12人）

严之元、袁书生、姚冰、王钢、王晓宇、颜文辉、邹付群、伍

伟、张本斌、刘冲、蒙礼功、冯铭

（二）航空港管理学院（获优秀等级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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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维修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 以“飞机空调组件”教学项目为例

刘 超 ，李佳丽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 广 州 510403)

摘 要 ：为贯彻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以民航维修类专业高职课程《飞机系统与附件》中的“飞机空调组件”教学项目为例，介绍了如 

何将民航精神、机务作风和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专业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实践证明，本项 

目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均在9 0 % 以上，同时，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机务作风有了整体的提升。

关键词：民航维修;课程思政；飞机空调；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459 -2020-0031 -33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ivil Aviation Maintenance

-------A Case Study of Aircraft Air Conditioning Components

Liu Chao, Li Jiali
( G u a n g z h o u  C i v i l  A v i a t i o n  C o l l e g e ,  G u a n g z h o u  G u a n g d o n g  5 1 0 4 0 3 , C h i n a )

Abstract：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should fully ta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 various cours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educating in each cours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an all - round way. 
This paper, taking the teaching project of Aircraft Air Conditioning Components in the Civil Aviation Maintenance 
as an example, introduces how to integrate the civil aviation spirit, aircraft style and the craftsman spirit into profes
s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role of it as the main channel in educating.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objectives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the project is achieved more than 90% and students  ̂profes
sionalism and maintenance style is improved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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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自2018年以来, 

教育部先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为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1]。

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是要深入梳理专 

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 

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2][3]。本文以民航高 

职院校飞机维修类专业《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中 

“飞机空调组件”教学项目为例，介绍如何将民航精 

神、机务作风和工匠精神融人专业教学中，充分发 

挥专业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推动“思 

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4]。

1 融入思政元素的《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 

教学设计

《飞机系统与附件》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三年制飞机机电设备维修等专业的专业核心课，该 

课程基于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和《民用航 

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考试大纲》等民航法 

规，结合机务维修工作过程，以国内外各大航空公 

司普遍使用的主要机型为教学载体,涵盖了民航飞 

机分类与总体认识、飞机燃油系统、飞机液压系统、 

飞机起落架系统、飞行操纵系统、飞机气源系统、飞 

机空调系统和飞机增压等飞机各主要机电系统。

在每一个系统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基于典 

型工作过程，整合教学内容，采用项目式教学、任务 

驱动的教学理念，设计带有梯度的教学任务完成系 

统结构、原理、勤务操作，模拟测试、虚拟排故的理 

虚实一体化教学，采用符合民航行业标准的笔试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完成“教、学、做”的一 

体化。同时，在课程中深人挖掘不同项目与任务的 

内涵，将当代民航精神、机务作风、民航生产安全意 

识 、职业素养、工匠精神、节能环保理念等思政元素

融入到每一个教学任务中，并在课程中设置课程思 

政的具体学习目标和内容，细化每个系统的学习要 

求。选取中国英雄机组事迹，民航劳模人物、大国 

工匠等感人事迹作为教学案例来进行呈现，激发学 

习者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提升学习者的思想 

境界。

飞机空调使飞机的座舱和设备舱在各种飞行 

条件下具有合适的温度、压力、湿度,满足机上人员 

和设备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空调组件过热是空调 

系统常见故障，严重影响航班的正常率，因而，进行 

正确的维护测试，快速有效的故障排除，对于中国 

民航的生产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 

“飞机空调组件”的单元教学中设置三维目标如下： 

1 . 1 三维目标

知识目标:熟悉飞机空调组件的控温原理;熟 

悉飞机空调组件航前测试的内容和方法。

能力目标:具备对飞机空调组件航前测试的能 

力;具备对飞机“空调组件过热断开”故障进行诊断 

及排除的能力。

素质目标: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具备团 

队合作意识;培养科学严谨的飞机维修机务作风;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 2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飞机空调组件的控温过程、飞机空 

调组件航前测试的标准施工、飞机空调组件“过热 

断开”故障的诊断。

教学难点：飞机空调组件“过热断开”故障的

诊断。

2 融入思政元素的《飞机空调组件》课堂教 

学实施过程

2 . 1 课前自学

课前发布任务“分析空调组件的控温过程”。 

学生扫码浏览导学课件，明确本次课的教学内容。 

平台闯关式学习，查看微课、教学视频，电子书，完 

成指定的两项作业:分组制作汇报PPT、参与课前测 

试。教师根据测试结果，调整教学策略。

2 . 2 课中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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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1 情境导入

以川航8633次航班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的视 

频导人。座舱释压，客舱氧气面罩释放，飞机快速 

掉高度,这些都说明了空调系统失效后对飞行安全 

的严重影响。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空调系 

统的重要性。机组果断应对、正确处置，反映出高 

超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正是对当代民航精神的 

最好诠释，以榜样的力量教育未来的机务人，弘扬 

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 

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

2 . 2 . 2 任务一分析空调组件的控温过程

( 1 )  汇报交流:学生对课前提交的汇报PPT进 

行投票评优。优胜小组上台汇报预习成果，鼓励自 

主学习，培养分析能力。

(2 ) 部件识别、原理探究:根据课前测试中出错 

率较高的知识点，教师利用VR再现真实工作场景， 

学生进入虚拟空调舱、驾驶舱，近距离观察系统部 

件及控制面板。3D 动画解析关键部件的结构，仿 

真模拟冷却引气、除水和防冰工作过程，化静为动， 

化难为简，顺利解决“空调组件温控过程”这一教学 

重点的学习。

(3 ) 限时测验:职教云平台限时测验，考核学生 

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2 . 2 . 3 任务二“完成空调组件的航前测试”

(1) 安全教育：教学地点转移至飞机维修模拟 

实训室，教师播放模拟机操作典型错误案例，学习 

安全规范，培养严谨科学的机务作风，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 航前测试:教师示范操作，大屏同步，并将 

操作视频上传教学平台，方便学生反复学习。学中 

做，模拟机营造车间工作环境，小组角色分工，同步 

完成电子工单和质量工作卡，实时考核，强化按手 

册、工卡施工的职业操做，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支 

撑教学重点。

(3) 小组抽查：。做中学，随机挑选小组考核， 

弹幕互动，提升规范操作和安全意识。

2 . 2 . 4 任务三“排除空调组件过热断开故障”

(1) 创设情境:播放真实工作场景的情境对话， 

引入任务。

(2) 故障诊断:学生小组协作，游戏闯关，教师 

利用思维导图梳理诊断思路,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 

积极性，突破教学难点；

(3 ) 故障排除:飞机维修模拟机复盘故障，根据

故障隔离手册排故演练，同步完成电子工作记录 

单;教师个性化指导。让学生明确责任意识，熟悉 

故障诊断流程、提高排故技能；

(4) 双师教学:企业导师机上示范操作,教师解 

析不同机型的排故差异。做学合一，培养正确的排 

故思维，突破教学难点；

(5 ) 总结评价：教师回顾本次课的知识点和技 

能点，引导学生总结归纳。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评 

选技能标兵。学生完成问卷调查，及时反馈评价。 

2 . 3 课后拓展

课后学生提交任务完成报告，评选优秀作品。 

教师布置拓展任务—— 设计空调“排气扇故障”的 

排故方案。教师微信群答疑,邀请企业导师参与学 

生互动。学生浏览教学资源库，吸收更多的专业 

知识。

3 教学效果

本项目的教学内容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任务，与 

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相结合，同时结合 VR、仿真动 

画、飞机维修虚拟模拟机，互动游戏等多种信息化 

手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自主性。通过自主学习、小组探究、教师 

讲解完成新知学习，达成本次课的知识目标；通过 

维护模拟、排故演练，达成本次课的能力目标;通过 

团队协作、规范操作流程，达成本次课的素质目标。

实践教学证明，本单元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 

的达成度均在9 0 % 以上，与近三年的学生学习情况 

相比，考核成绩、学生出勤率、满意度均有大幅增 

加。同时，通过川航英雄机组事迹分析、团队分工 

协作、规范操作流程，学生的职业素养、科学严谨的 

机务作风有了整体提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多次荣获一等奖，工作表现深受民航维修企 

业好评。

4 结语

本文通过“飞机空调组件”教学项目的案例，从 

三维目标、教学实施方面详细介绍了思政教学如何 

融人高职飞机维修类专业课堂，实现工科专业教学 

的课程思政功能。飞机维修人员的培养质量关系 

到中国民航的飞行安全，在教学过程中，时刻以培 

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为要求，全过程实时

(下转第3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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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纳人其中，而且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人是 

一个生活于真实世界中的能够客观、理性进行价值 

选择的实践主体，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还必须 

以现实中的法律、制度、文化等伦理道德规范为基 

础，将道德素养、文化素养等融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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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提高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需不断完 

善课外活动评价机制，激发学生参与及教员指导的积 

极性，有效促进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衔接。

3 总结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更 

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启迪学生树立 

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6]。对文学作品的 

学习研究，对于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这 

些国家的特点与价值观，加强我们国家与英语国家 

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有着重要作用。高职应用型本 

科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可以培养学生阅读英 

美文学作品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英语水平的提 

高，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以满足 

社会对于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然而，国 

内目前还没有针对高职应用型本科非英语专业学

(上接第3 3页）

考核，培养学生严谨的机务作风、精益求精，专注细 

心，勇于创新的品质，打造新时代工匠。

参 考 文 献

[ 1 ] 张烁.习近平在全国髙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髙等教

生的英美文学教材，教师需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整 

理编辑难度适当的英美文学教材。

参 考 文 献

[ 1 ]  牟瑛 .英美文学融人非英语专业教学的价值研究  

[ J ] .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 0 1 4 ( 6 )  : 1 3 2  -  1 3 5 .

[ 2 ]  雷华.重视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美文学教学，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质 [ J ] •知识经济，2 0 1 1 ( 3 ) , 1 5 1 .

[ 3 ]  杨延玲.提髙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美文学修养 [ J ] .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6) :121 - 122.

[ 4 ]  许佳.论大学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必要性  

[J].时代教育，2017(7): 142-145.

[ 5 ]  黄春英.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中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  

[ J ] •考试周刊，2 0 0 8 ( 2 ) :  7 0 - 7 1 .

[ 6 ]  王玲莉.对提髙非英语专业学生英美文学修养的思考 

[J]•情感读本，2014(8): 69 - 70.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 - 12 - 09( 1).

[ 2 ]  教育部关于印发《髙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的通知，教髙〔2020〕3号.

[ 3 ]  郝红梅.髙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实现路径分析[J].新课 

程研究（中旬刊），2018(8) :10 - 12 + 16.

[4] 刘璇 .高职院校《职场英语》“课 程 思 政 ”教学设  

计—— 以“职业技能”教学项目为例[J].南方农机, 

2019,50(19) ：157 -158.

第82/139页



第83/139页



目   次
CONTENTS

★  本刊重要声明  ★

教
育
现
代
化

2018年9月第39期Education Moderniz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8420
国内统一刊号：CN11-9354/G4
国际发行代号：SM9195
邮 发 代 号：82-770

第5卷  

《教育现代化》征稿启事

教
育
现
代
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第
一
百
〇
四
期

ISSN 2095-8420

CN 11—9354/G4

CHINA NATIONAL ELECTRONICS AUDIO-VIDEO PRES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JIAOYU   XIANDAIHUA第7卷  2020年12月第104期

财会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现状、改革对策与路径研究

	 	 ········· 王美霞，潘金金，宋雨珏，等	 	 (61)

电子信息类专业“C/C++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

	 	 ·········· 范昊，束德勤，郭忠浩，等	 	 (65)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以《人车路协同运行理论与技术》课程为例

	 	 ················· 徐进，曾粤	 	 (69)

基于嵌入式的食品机械与设备实践教学改革

	 	 ·········· 谢凡，夏永军，熊智强，等	 	 (73)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动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 边迅	 	 (76)

院校及专业建设

药学类本科专业实习就业基地建设探讨

	 	 ·········· 易炳学，汪毅成，张璋，等	 	 80

《电子技术实验》课程与应用创新结合授课模式探索研究

	 	 ··················· 韦明辉	 	 83

高校《基因工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 孙地，刘聪，朱静榕，等	 	 86

基于有限元和实验互动式的飞行器制造课程教学实践探索

	 	 ··········· 党利，马遥力，赵辉，等	 	 89

应用型院校经管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机制探析

	 	 ············ 张丽梅，张英华，杨洁	 	 93

论高职院校民航类专业课程数字化资源的建设

	 	 ················· 刘超，田巨	 	 96

大学生生涯教育课程本土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张静	 	 99

高等教育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资助的德育功能实现路径··· 肖琪	 	(103)

大工程理念引导下的工程力学认识实习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 王自平，郝东晖，陈华雄	 	(106)

应用心理学知识改善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 随阳轶	 	(110)

“金课”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教师素养的基本构建

	 	 ········· 谈淑咏，张传香，皮锦红，等	 	(114)

推动大学课堂师生理性互动的教学督导效能提升机制研究

	 	 ··················· 王玉芳	 	(117)

本刊欢迎各方教育人士投稿，来稿一律要求在线

投稿 (http://www.chinajyxdh.com) 或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

本刊专用邮箱：chinajyxdh@163.com；来稿要写清通信地

址、邮箱、联系方式等。

本刊一律不退稿，三个月内没有接到用稿通知者

请另投他刊。本刊所刊载文章，作者文责自负。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4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9354/G4

邮发代号　 82-770
发行电话　 010-52880097
光盘定价： 80 元（1CD-ROM  本刊免费赠

              送导读本）

第84/139页

LC
高亮



9796 教育现代化·2020 年 12 月第 104 期

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

投稿邮箱：chinajyxdhzzs@163.com

院
校
及
专
业
建
设

论高职院校民航类专业课程数字化资源的建设

刘超，田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摘		 	要：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期间的“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过程中，如何建设高质量的线上资源供学生网上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以民航类专业课程《飞机构造基础》来介绍数字化资源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随后提出

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指导性原则，最后探索出一套为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开发流程，为

民航类院校师生乃至全国师生在开发数字化资源方面提供借鉴。

关键词：信息化 ; 数字化资源 ; 民航类 ; 混合式教学

本文引用格式：刘超，田巨 . 论高职院校民航类专业课程数字化资源的建设 [J]. 教育现代化 ,2020,7(104):96-98.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for civil Aviation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more and more urgent.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suspension of non-stop learning”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vel coronavirus, how to build high-quality online resourc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online,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digit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professional course “Aircraft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then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digit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explores a set of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for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ivil 
aviation institutions and ev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developing digital resources.

Key words: information; digital resources; civil aviation; hybri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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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课堂教
学中采用大数据技术、多媒体技术及虚拟仿真技术
等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填鸭式的教学，丰富教学形
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效率，已逐渐
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民航业本是一个高技
术、高门槛、高标准的行业，其专业知识体系庞大，
飞机的零部件空间构造复杂，工作原理不易掌握，
学生不易理解。因此，建设高质量的专业课数字化
资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对提高民航机务人
才的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二   《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中数字化资源建设
存在的问题

（一）   重视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数量，而忽略其教学

价值

飞机构造课程目前在智慧职教平台上显示有
557 条素材，18.32G 容量，视频总时长 1257 分钟。
虽然数量都较多，但是大部分资源的可教学性较差，
存在画质不清，知识点梳理不清，素材打不开以及
讲解枯燥乏味的问题，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导致很多学生看资源只是为了应付教师的要求，达
不到希望的学习效果。

DOI：10.16541/j.cnki.2095-8420.2020.1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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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化资源形式单一、无法体现高职教学特色

高职飞机构造基础课程是一门理实一体化课程，
既注重飞机结构的基本理论学习，又注重了解飞机
基本的勤务与维护操作。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该
课程经常是合班教学，如去飞机现场教学，而学生
不易管理。很难保证每个学生在现场能观察到老师
们的教学操作。所以急需实景展示、实操演示以及
虚拟仿真资源等现代信息化手段。而目前该课程的
数字化资源大多是老师讲解 PPT 的教学视频、文本
等传统资源，缺少生动有趣的、与企业生产对接的
微课，无法充分体现高职的教学特色 [1]。

（三）   数字化资源缺乏标准

现存的数字化资源都是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特
点设计的 PPT 课件，讲课重点也有差别，导致学生
需接受不同教师的授课风格，学习难度增加。同时，
未制定统一的标准开发教学资源，导致资源的属性、
类型以及整个资源库的结构都非常不标准、不规范 [2]。

三   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指导性原则

（一）   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相适应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信息技术改造课堂的革
命，而混合式教学目前在高职院校中还是比较新颖
的教学模式，并逐渐成为了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前，学生需要在教学平台上
自主学习教师提供的各类教学资源，如微课、动画、
电子书，并完相应的测验。而在课中，教师发布任
务主导教学过程，学生为主体，根据课前学习的知
识去完成教师提出的任务。所以，这就需要教师根
据授课内容，认真梳理各章节的内容，细化每个教
学知识点，并提供配套的数字化资源，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帮助学生在课前消化基础知识。而在课中，
教师根据课中出错率较高的知识点，也需制作相应
的仿真动画来点拨内容，互动游戏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教师示范微课来辅助学生反复学习。

（二）   “教”与“学”相统一

数字化资源在开发设计过程中，不能只是教师
纯讲解的填充式教学，导致学生只是去学的被动局
面。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可能会
偏离教学的目标。因此，教学资源应该将“教”与“学”
相统一。在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下，坚持
实用的原则，结合时代热点及学生特点，开发有个
性的资源，又要不断创新，兼顾学生的兴趣。

（三）   理论与实践结合

飞机维修专业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而
《飞机构造基础》是其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对
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学生在实践操
作中的完成质量。而高职学生普遍具有空间联想能

力弱、分析复杂系统能力差的特点，因此教师在讲
解理论知识时，尽量做到配合实物讲解，然后设计
配套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真正做到懂原理，会操作，
通过实践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

四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流程

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模式，改
变了以往教师在课堂上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而是课
前，学生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初步学习基础知识，通
过观看相关资源，提前了解复杂结构的原理、工作
过程等，对所学知识有初步认识，形成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达成预期的知识目标。而在课中，教师
有针对性的讲解易错点，并针对课前学习的理论知
识设计教学任务，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和模拟测试及
虚拟排除故障等手段完成任务，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因此，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在民航高职类专
业教学中是一种新颖的尝试。在开发数字化教学资
源时应遵循以下流程：

（一）   选择数字化教学平台

职业院校由于技术和成本等条件限制，很少自
建数字教学平台。一般直接利用成熟的教学平台，
如智慧职教、超星通等，将制作好的数字资源上传、
内容搭建、发布资源 [4]。例如：我校的数字化教学
平台选择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智慧职教平台，《飞
机构造基础》课程是国家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教学资源库的核心课程。

依托该平台，再结合职教云平台，教师上传资源、
建课、建班即可实现 SPOC，每个师生均有自己的
学习空间，可相互交流、互动、评价等。平台会自
动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如课件的学习进度及时长，
课堂考勤次数、课中讨论、头脑风暴、小组 PK 等课
堂参与情况，课后的作业完成情况，考试答题状态
等统计。这些在线功能可帮助教师实现线上与线下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统计分析数据可用于教师在课
前个性化地指导学生，针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调整教
学策略，同时，也可重点关注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
督促他们学习，为他们答疑解惑 [5]。

（二）   对数字化资源进行分类并制定统一标准

根据课程需求结合课程课时数进行规划，例如
《飞机构造基础》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计划共需各
类数字化资源	500	余个，其中需微课资源	50	个，导
学课件 50 个，动画资源	24	个，互动游戏类 20 个，
虚拟仿真视频类 10 个，试题库 200 多个，思政元素
库 50 个，企业案例及其对应的项目教学工卡 20	个，
授课视频、电子教材和 PPT 等	100	多个。并对每一类
资源制定相应的标准，做到形式一致，结构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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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档类的资源，应重点规定文章标题、各
级标题、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表格格
式、正文中的图像、图形质量、大小等；对于视频
类的资源，应重点规定视频的编码方式、码率、帧率、
分辨率等，音频的采样频率、量化位数、码率、声
道数等；视频中的画质每帧图像颜色数、视频图像
与音频有良好的同步。对于 PPT 课件类的资源，应
重点规定模板风格，与课程内容结合，图文排版的
美观度、页面设计美观大方、动画效果适当便于教学。

（三）   采取不同的途径建设数字化资源

在当今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阶段，学生的注意
力极易被其他事物所吸引，导致注意力集中时间很
短，因此，教师需制作高质量的数字化资源来吸引学
生，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而目前主流的学习资源类型
有微课、导学课件、动画、互动游戏、虚拟仿真等类型。

微课，是对某一知识点在 10 分钟内的重点讲解，
制作的形式有：	PowerPoint 录制，摄像机拍摄白板或
白纸书写过程，屏幕录制软件录制屏幕，使用专业
快课工具制作，摄像机实景录制，虚拟演播技术录
制等。对于有经费支持的老师可选择请专业公司人
员统一录制，制作效果标准，画质清晰稳定，而对
于一般教师可使用集声音、屏幕录制和后期剪辑于
一体的 camtasia	studio 软件进行微课制作 [6]。导学课
件，类似速课，是在课前帮助学生明确本次课目标，
课后辅助复习的 H5 课件，可在 91 速课网上，将做
好的 PPT 导入进去生产 H5 课件，方便快捷。动画
资源，是对复杂知识点的直观呈现，帮助学生快速
理解某些复杂的机械结构。其制作形式有 Flash 软
件来制作的 Flash 动画和交互式动画，以及 3Dmax，
NX，3Dvia 软件制作的三维动画。互动游戏类资源，
是通过将专业知识与游戏结合，让学生在游戏的过
程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活跃
课堂氛围。使用 Flash 软件来做简单的交互式教学。
虚拟仿真类资源，是通过虚拟仿真系统来讲解飞机
的某一个系统或相关的测试与排除故障的操作流程。
我校拥有国内领先的 2D 和 3D 模拟机，可在此模拟
机上拍摄相关教师示范视频，供学生反复观看，加
深理解，强化标准施工意识。同时也可通过网络上
的全景 VR 资源来有针对性地讲解，营造真实场景，
直观呈现部件结构 [7]。

（四）   组建制作团队

资源建设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需多人合力完
成。团队成员能力直接决定资源开发的进度与质量。
在学校经费支持下，可组建数字化资源开发团队或
制作中心，可以由课任教师、专业教师、企业行业
专家、信息技术人员及部分学生等组成制作团队，
共同协作开发。同时，还需聘请职业教育专家，点
评资源建设质量，帮助成员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

论与职业教育设计，制作教学性强、观赏性高的数
字化资源 [8]。

（五）   资源审核并上传教学平台

在资源开发完成后，需由团队成员一起来核对
资源中的文字、图文排版一致性、操作动作规范性、
语音讲解清晰度等核心指标。对于制作好的准备上
传平台的资源必须由专人来负责审核，从资源类型、
资源内容，资源质量等多维角度来审核，保证资源
的质量，保证学生学习起来更方便，更有效。在上
传平台时，一定要按教学大纲从章到节再到各知识
点将资源分类归纳，形成清晰的知识框架。

（六）   发布资源并不断修改完善

资源上传平台后，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专业
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更新，教学资源内容也需随着
更新。同时，对审核通过的资源进行发布，对学生
开放资源，后续监测资源的浏览量和用户的反馈评
价，不断改进资源内容，并不断添加新的资源。

五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在高职院校大多数的课程教学都
应用了数字化资源，而对于高职院校的民航类专业
课程在教学中引入数字化信息资源不仅能提升学校
的教学质量，还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机
务人才。但是，如今的高职院校《飞机构造基础》
课程中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并不成熟，未形成规范的
体系，欠缺高质量的教学资源。要想使其数字化资
源建设更进一步，学校不仅要重视数字化资源的数
量，也要多联合企业行业专家、专业资源制作公司
一起，重视资源的教学价值，充分体现高职教学特色，
规范数字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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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疫情期间高职院校网络在线混合式教学的

可行性研究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刘 超

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号召，在高校积极开展在线教学，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 

进度和学习质量。本文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了学生网络学习的硬件条件、学生网络学习的需求、学生网络 

学习的方法三个方面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数据表明在线教学是可行的：学生具备网络学习的条件，在丰富 

的网络学习资源下有信心完成网络学习的任务，同时也愿意用自主学习与教师直播讲解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学 

习新知识。调查结果可为学校相关部门筹备在线教学工作，一线教师设计在线教学方案提供参考。

今年2月初，教育部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血常开学和课蛇 

学造成的影响，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 

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 

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 

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 

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 

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 

牡和线上学习等在舷学活动，保 

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在全国高校教师都在积极准备课程资 

源，搭建网络课程，学习直播软件时，我 

们也应了解学习主体-学生对于网络课程 

的认识和感受，他们能否接受网络在线教 

学模式，是否有信心完成在线学习，是否 

对网络资源有更独特的需求。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方式，对在大学生中开展网络在线 

教学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几点参 

考意见，为教师在疫情期间开展网络教学 

提供借鉴意义。

1开展网络教学的可行性调查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高职院校学生中 

开展网络在线教学的可行性，我们设计了 

〜问卷调査，对我校飞机维修工程学院 

的120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査。其中发出 

的问卷12昭，回收的有效数据填写120 

份。数据有效率100%。问卷调查的内容 

涉及学生网络学习的硬件条件（1-3 

题）、学生网络学习的需求（4-12 
题）、学生网络学习的方法（13-20®） 
三个方面，详细内容如下。

亲爱的同学，为了促进我校民航维修 

类专业课程在疫情期间开展网络教学，希 

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填写调査问 

卷。您的帮助将使我们飞机机电教研组更 

好地了解您的学习需求，您所填写的任何 

信息不会对外泄露，请安心填写，再次对 

您的配合表示衷心感谢。

（1） 家里配备的网络学习的电子设 

备有哪些？

A、电脑（IPad）评机；B、仅手机

（2） 家里是否具备充足网络（包括 

手机流量、WIH、宽带等）用于在线学 

习？

A、有；B、无

（3） 在上课时，网络是否顺畅？

A、非常顺畅；B、较顺畅；C、一 

般，可以完整听课；D、很差，没办法上 

课

（4） 您对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兴趣

度如何？

A、有很大兴趣；B、有较大兴趣；

C、 有一点兴趣；D、没兴趣。

（5） 您认为这种网络教学及在线学 

习对您学习有帮助？

A、很大；B、比较大；C、一般；

D、 没什么用

（6） 你对即将实施的网络教学形式 

与传统教学相比，感觉哪个效果更好？

A、网络教学好；B、传统教学好； 

C、两者妳一样

（7） 您是否有信心通过网络完成学 

业？

A、很有信心；B、信心一般；C、 

没有信心；D、不清楚

（8） 在网络教学中，您学习中偏向 

于？

A、以电子教材为主，网络资源为 

辅；B、以网络资源为主，以电子教材为 

辅；C、两者差不多，同样楠

（9） 您认为在网络学习中产生学习 

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多选）

A、学习者的主观意愿及能力；B、 

老师的引导和指导；C、学习环境条件， 

如网络环境，物理环境；D、网络学习资 

源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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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网络学习中您个人的学习自主 

性如何？

A、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并争取扩宽学 

习；B、主动完成学习任务；C、基本能 

够完成学习任务；D、应付学习，不得不 

完成学习任务

(11 )对网络上其他同学学习上提出 

的疑问，您如何处理？

A、积极给予解答；B、能够解答但 

不予理睬；C、不能解答，但积极查找相 

关资料给予解答；D、不能解答，也不理 

睬

(12 )您认为影响网络学习效果的主 

要原因有哪些？(多选)

A、 学习只为获得文凭，没有必要那 

么刻苦

B、 网络学习能力、操作水平不高

C、 游戏、生活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压力大

D、 学习资源不够丰富，多以文本形 

式出现，比较枯燥无味，无学习兴趣

E、 缺乏有效的网络学习过程评价、 

监督体系

F、 缺乏全面、及时、便捷的学习支 

持服务

G、 学习内容对自己的工作没很大作 

用

H、 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够好

I、 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

J、 有些网络课郦少适性

(13 )您每天在线学习的时长为(小 

时)？

A、0—2; B、2-4; C、4一6; D、6- 
8; E、8小时以上

(14) 上课时，在腾讯课堂直播观看 

和职教云APP参与互动，两者切换是否流 

畅？

A、很流畅；B、一般；C、不会

(15) 您喜欢的知识呈现行为：(多 

选)

A、音频；B、图像；C、视频；D、 

电子文档；E、其他

(16 )您认为职教云上的课件资源是 

否满足自主学习

A、满足；B、不满足

(17) 您在线学习的方式为：

A、自主学习；B、探究式学习；

C、合作学习；D、教授式学习

(18) 您希望的在线学习的方式为？

A、自主学习为主，老师直播讲解为 

辅；B、老师直播为主，自主学习为辅；

C、两者并重

(19) 每周两次课，创、节课，您认 

为网络自主学习和老师在线直播的时间比 

例如何？

A、 自主学习一次课(2小节),老 

师在轨播讲解一次课(2小节)

B、 自主学习1小节，老师在线直播 

讲解3小节

C、 自主学习3小节，老师在线直播 

］小节

D、 完全自主学习

E、 完全老师在线直播

(20) 您希望老师能够提供的学习服 

务有雌？

A、术语词典；B、资源、工具的支 

持；C、专家答疑；D、学习方法指导；

E、教学活动支持；F、常见问题解答

2在线学习的调查结果分析

2.1学生网络学习的硬件条件

数据结果显示，学生都有手机，其 

中67%的同学既有电脑、也有手机，这为 

在线学习中在电脑端观看直播、手机端参 

与教学互动提供了硬件支撑。仅有6.7% 
的学生家里没有充足的网络流量用于学 

习，对于这少部分学生可适当给予流量补 

贴。经过一次直播测验，学生的网络信号 

都比较好，97.5%的学生都能完整的听教 

师直播，保证了在线直播教学的顺利进 

行。

2.2学生网络学习的需求

调査数据显示：75%的学生对网络在 

线学习械大兴趣，愿意接受这种新型的 

学习方式，表明学生在疫情期间仍有高涨 

的学习热情。65%的学生认为在线学习对 

学习非常有帮助，仅有1.7%的学生认为 

在线学习不适合自己，没有帮助。对于这 

几个学生应有针对性的制定学习族，保 

证他们学习进度和学习质量。58.33%的 

学生认为传统教学比网络教学的效果要 

好，说明学生还是习惯了传统课堂教学， 

对于新型的教学效果还是有些担心。那我 

们教师应该注意网络教学的形式与方法， 

时刻了解学生的学习的情况，多与学生沟 

通，与学生视频见面，尽量营造课蛇学 

的氛围，提升教学效果。尽管部分学生担 

忧教学效果，但是高达94.17%的学生相 

信自己能克服困难，有信心通过网络学习 

来完成学业。75%同学希望有电子教材来 

作为主要的学习资料，对于学习资源，学 

生的需求不一，既有需求电子教材为主， 

网络资源为主，也有两者需求相当的。所 

以，这要求我们教师在课程资源方面有充 

分准备，保证学生的学习资料。通过调查 

发现，66.67%的学生认为学习者的主观 

意愿及学习能力会影响学习效果的差异， 

50%的学生认为老师在教学中的指导会影 

响学习效果，66.67%的学生认为学习环 

境会影响学习效果，担心网络断线，网络 

不顺畅，居家学习环境太差。41.67%的 

学生认为网络学习资源的选择与设计会影 

响学习效果，提醒教师应根据高职学生的 

认知特点、课程的性质设计合理的易学习 

和易掌握的学习资源。接近30%的同学可 

以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再自学更多资 

料来扩宽学习面。数据显示没有学生是为 

了应付学习而去做一些任务。57.26%的 

学呦于其他学生提出的疑问都愿意积极 

给予解答，所以教师可设计学生答疑环 

节，让学生之间相互解答，相互学习，势 

必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就 

感。学生对影响网络学习效果的认识也比 

较深刻，普遍认为学生在操作学习工具熟 

练度、网络学习资源、网络学习过程评 

价、网络学习支持服务和自我控制能力这 

几个方面均对学习效果影响较大。

2.3学生网络学习的方法

数据表明，学生的每天在线学习时长 

普遍为2~6小时。总体来说，该时长是比 

较合理的，对学生的视力不会造成很大损 

失，同时不会产生很大的学习厌倦感。 

92%的学生已熟练掌握语音实时传播工具 

和教学互动工具的切换，在网络学习中， 

可跟随教师的学习进度，月臥教师的教学 

安排，较好的参与互动，对保证在线教学 

提供了保障。学生希望知识的呈现方式多 

元化，以不同方式来呈现不同知识点，而 

不是单一的PPT或文档。大部分学生认为 

已建设的课程资源是可满足学生自主学习 

的，对开展线上线下混合轴学具体重要 

保障。学生更喜欢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方 

式。这为教师设计教学方案提供了参考， 

提醒教师可加强学生牡学习内容，布置 

小组合作任务，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能 

力。在授课形式上，学生们的需求各不一 

样，教师可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教学难 

易程度来设计自主学习和直播讲解的分配 

时间。58.33%的学生认为自主学习时间 

和老师直播时间比例为1:1,这表明教师 

其实不需要全程直播，应留一部分时间给 

学生自主学习，通过直播来补充知识点， 

讲解重难点。对于每一项学习服务，均有 

超过一半的学生需要，因(下转101页)

第91/139页



学术研讨 101

高校层面，可以对科普类专业与语言类专业开设融合性课程， 

让科普者更懂规范的语言，让发言者更有科学精神，提高人才 

培养综合素养。沧州市高校的翻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均可 

作为双语科普服务的语言依托，对科普讲解员及沧州地区高等 

院校、企事业单位科普人员的英汉双语讲解进行培训，提高科 

普人才队伍语言能力建设。进行语料搜集、建立更为规范的科 

普场馆语言框架，对科普基地、科普场所的英汉标识、讲解文 

字进行规范，提高科普语言的规范性。通过校企合作，将高校 

科研与理论优势和企业的资源与实践优势相结合，丰富科普内 

容中的实践内涵，开展系列“英语科普”活动与多种形式的竞 

赛，选拔合格科普人员，丰富科普人员的实战经验，提高科普 

人员的中英文语表达、沟通能力。

(三) 推进双语科普信息平台建设。

为了增强我市科普传播能力，加快科普知识对内外传播速 

度，应推进建设沧州市双语科普平台。应整合我市科普网络资 

源，借鉴中国科协英文网站等优质网站模式，创建本市科普双 

语专题网站；开发移动终端双语科普软件APP,搭建良好互动平 

台，在实际应用中不断通过用户反馈完善软件服务系统。丰富 

网站和APP的科普内容表现形式，摆脱利用图片和文字进行科普 

的单一形式，增加视频、音频、3D动画等，也可以建立抖音、 

快手等社交媒体科普账号，以吸弓I更多普通大众关注科普、走 

进科普的空间。

(四) 增强科普工作针对性。

科学普及是通过传播科学知识，使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被 

普通民众了解、掌握，从而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 

科学普及的对象是全部公民。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不同年 

龄段的特点不同等因素，公民接受科普的内容需求和形式要求 

均有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科普工作有针对性的进行。尤其对 

于科普受众占很大比例的青少年，针对他们注意力时间较短、 

喜欢新奇的事物、喜欢探险的特点，无论是读物还是网页的设 

计上都要形成色彩丰富、文字易懂、趣味性强的特点。

四、结语

沧州市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城市，在“京津冀一体化”的 

整体发展规划和大运河景观带的持续发展规划下，该市科普事 

业大有可为，因此我们要不断提升双语科普服务能力，满足大 

众需求，从而整体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推动文明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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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31页)此，教师应想方设法，提 

供更多的学习服务支持，尽量满足学生的 

网络学习需求，提高学习效果。

3结语

经过对高职学生发放关于疫情期间开 

展在辣学的可行性问卷调查，得到如下 

几个结论。

(1) 绝大部分学生具备在线学习的 

工*和网络条件，网络学习是可行的。

(2) 大部分学生愿意接受网络学 

习，已明白影响网络学习效果的因素，希 

望教师能提供更优的网络学习资料与服 

务，并且有信心完成网络学习的任务。

(3) 考虑疫情期间的网络直播压 

力，大部分学生认为网络自主学习和语音 

实时直播的时长比例最好各占50%,愿意 

aa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方式sea行线 

上与线下的混合式学习，为教师的教学设 

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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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研究与实践

——以绪论教学为例

文/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刘 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自2018年以来，教 

育部先后印发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 

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 

意见》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 为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指 

明了方向。⑴全国高校不断创新教学理 

念， 改进教学方法， 整合教学内容， 将 

德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 在课堂上积 

极开展“课程思政”，推动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协同育人。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 

是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飞机结 

构修理专业、 飞机部件修理专业和飞机 

电子设备维修专业的大一学生必修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基于民航行业 

标准和机务维修工作过程， 通过课堂理 

论教学、飞机现场教学以及虚拟仿真教 

学等教学形式， 采用多形式的考核方 

式，使学生对飞机的基本组成及功用有 

基本的了解， 掌握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和飞机的飞行原理， 为后续专业课的学 

习建立理论基础。 因此， 空气动力学基 

础与飞行原理课程在飞机维修各专业 

课的学习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 

课程中贯穿思政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热情， 

实现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 

的协同育人功能。

课程团队经过多年的“研讨—— 

实践——再研讨——再实践……”，构 

建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旨在夯实传 

统“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基 

础上，加强“品格塑造”，在专业知识 

的解疑释惑中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和文 

化滋养，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环 

保意识、国际视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奋斗精神，增强学生的时代责任 

感。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应用， 课程被认 

定为2020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高职）。本文选取空气动力学基础与 

飞行原理课程中的“绪论”教学作为 

教学设计案例，介绍如何在课程教学设 

计各环节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巧妙 

融合的一些方法和举措。

一、绪论教学内容简介

绪论教学是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 

原理课程教学的开篇，是学生对飞机维 

修类课程形成整体认识的良好开端， 承 

载着“激发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兴趣和 

信心” 这一重要功能。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 

选用的教材是本课程组的丘宏俊副教授 

主编的《简明飞机飞行原理》（第二 

版），其中绪论部分主要教学内容是: 

飞行器简介 （三类飞行器： 航空器， 航 

天器，火箭、导弹和制导武器的发展 

史、定义与分类）；飞机简介（飞机的 

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功用，机翼形状与参 

数）；飞行大气环境介绍（大气成分、 

大气分层、 大气特性、 国际标准大气等 

概念）。针对这部分教学内容，教材制 

定了三个方面的学习要求： 了解各类飞 

行器的定义与分类； 掌握飞机的主要组 

成部分及其功用； 了解飞行大气环境的 

特性。此部分计划教学课时6学时。

二、绪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1. 学情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高考填报 

志愿的专业选择原因。有30%的学生 

是出于个人兴趣和理想，有54%的学 

生是看好专业前景或就业前景，而剩下 

的学生是因为调剂等其他原因。另外， 

飞机维修类课程的学习是很有专业性 

的，了解学生中小学阶段有无接触相关 

飞行知识或航模课程，对教学会更有帮 

助。据调查，只有10%的学生在中小 

学接触过飞行知识， 56%的学生在网络 

上浏览过航空相关知识，34%的学生从 

未接触航空知识。 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学 

生对本专业的认可度还不错，但不排除 

是片面理解。大部分学生对航空内容有 

所了解， 但仍需加强。

2. 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

依据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及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 

理课程目标，结合绪论部分教学内容, 

从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及思政目标三个 

维度设定了绪论课堂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飞行器的定义与分类； 
飞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功用； 飞机机翼 

的形状与参数；大气分层与特性；ISA 
的规定。

能力目标：能够结合具体飞行器阐 

述其属于哪一类，会描述其基本特征，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了解航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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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学会文献查阅，培养学生归纳 

总结、分类整理的能力；能够解释飞机 

上的每一部分的功用；能够利用所学知 

识解释大气环境中的相关现象，培养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政目标：激发学生学习航空的兴 

趣，引导学生坚定专业的理想信念；培 

养国际化视野，激发学生艰苦奋斗，提 

高创新意识，为中国民航事业的强大而 

努力的家国情怀；培养学生辩证认识问 

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3. 课堂教学内容的分析

根据学情分析、专业对学生的能力 

需求，将本绪论的内容整合为三个方面: 

飞行器是什么；飞机上的部件及其特点 

是什么；飞行大气环境是怎么样的。

4. 教学方式的选取

根据绪论部分教学内容特点及我 

校教学实际情况，依托职教云+云课堂 

APP （以下简称职教云）的优势，基于 

以学生“知识需求”为中心，遵循 

“能力获得”与“品格塑造”为导向的 

教学原则，确定绪论部分的教学采取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图 

1）。课前，教师在职教云上给学生推 

送学习资料（课件、微课、时事热点 

等）并发布讨论和思考题。主题讨论 

和思考题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而且为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了 

反复学习的有效途径。教师监测线上学 

习情况，调整线下课堂教学内容。线下 

课堂，教师主要讲解巩固重难点，组织 

案例研讨，基于学校波音737-300飞 

图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机开展实践教学。通过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自主讲解，教师点拨，开展实践学 

习等环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 

想引领融入课堂教学中。

5.教学考核与评价的设计

基于职教云和云课堂APP平台， 
进行多元化的课程考核，集教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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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难以 

量化考核的思政素养，主要从细节入 

手，重点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劳动态 

度和机务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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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全过程学习情况。（见表1）
三、绪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1.案例1：飞行器是什么？

飞行器通常可分为三类：航空器、 

航天器，火箭、导弹和制导武器。

对于航空器，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发明的风筝来引入，说明风筝最开始的 

发展及历史作用，同时用热气球和飞艇 

等物体来引发学生思考这类航空器的 

表1

考核维度 考核项目 考核主体

课前任务的参与度、积极性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职教云平台

课堂出勤率 职教云平台

课中小组任务参与度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

思政考核

（20%）

课中小组任务中主动性、积极性、协 

作性、安全性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

任务完成后对实训场地的清洁、设备 

和工具的复位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

课后任务参与度、积极性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

课后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

知识考核 课前测验 职教云平台

(40%) 课中测验 职教云平台

课前任务完成度 职教云平台

能力考核

（40%）

课中任务决策的正确性、计划的前瞻 

性、实施的标准性、检查的全面性
教师评价、小组互评

课后任务完成度及完成质量 教师评价、职教云平台

课程小结表现 教师评价

特点；到现代的滑翔机、直升机和飞机 

等飞行器来引发学生思考与前者飞行器 

的差别，从而得出航空器的两类，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对比思维。然 

后，以“人类对于飞行的探索”“莱特 

兄弟的飞行尝试” “飞机的发展进程” 
三个方面来说明人类对于飞行的渴望， 
对飞行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激励学生在 

人生的道路上虽有荆棘，有困难，但还 

是需要不断追求。最后，进行事例升 

华，讲述我国的飞机发展成就，说明我 

国自行研制的运20大型运输机、自主 

产权的C919客机，自行研制的歼20隐 

身战机等各类航空器，以此来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科技报国，发愤图强。

对于航天器，通过回顾中国发射 

“神舟一号”的视频来引入，讲述世界 

上航天史的重要事件，另外，重点讲解 

中国在航天器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让 

学生既认识到我国与世界的差距，同时 

也能知道我国的发展情况，鼓励学生不 

要气馁，奋起直追。

对于火箭、导弹和制导武器，以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发射视频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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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向学生讲述研发“两弹一星”的 

故事，以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优 

秀人物事迹引导学生培养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攀登的精神。

2. 案例2：飞机上的部件及其特点 

是什么？

本节以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发历 

程与首飞成功的视频引入，直观了解飞 

机的各大部件，同时进行爱国教育，激 

发学生科技报国， 培养创新意识。 在讲 

解重难点部分，可将飞机的复杂组成与 

人体类比，如飞机的起落架类似人体的 

“双脚”，飞机的液压系统类似人体的 

“血液系统”，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类 

似人体的“神经系统”，飞机的机身类 

似人体的“躯干”等，通过一个一个 

形象的对比， 让学生更容易理解部件的 

特点与重要性。同时在学习飞机的驾驶 

舱时，让学生自主查询国产C919与波 

音737飞机的驾驶舱的区别，进行机型 

的差异化教学， 讲解飞机机身外观特点 

时，可对波音737飞机和空客320飞机 

进行差异化教学。 同时， 针对飞机的结 

构材料，讲解今后的最新发展趋势，针 

对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描述未来可能 

会全面采用光传系统。总之，通过观看 

视频、 进行对比差异性讲解、 学生自主 

学习等多种教学形式， 将爱国教育、 科 

技创新、唯物辩证思维等思政元素有机 

融入课堂中，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3. 案例3：飞行大气环境是怎么样 

的？

本节主要介绍大气环境、大气分层、 

大气特性等内容。在学习过程中，以一 

则保护生态环境的公益短片为素材，让 

学生了解当前大气环境处于什么情况, 
呼吁学生积极保护大自然，树立环保意 

识。通过经典航空事故一一太阳神航空 

522航班因高空失压使得飞行员失去能 

力，乘客也因缺氧而昏迷不醒的事故案 

例，让学生明白飞机在高空中所处的环 

境是极度低温、缺氧的恶劣环境，如有 

任何差误，必将机毁人亡。而作为未来 

的机务工作者一定要认识到乘客的安全 

是至高无上的，要牢记规章制度，一切 

按章行事，敬畏规章、敬畏生命、敬畏 

职责，弘扬与践行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工作 

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

四、 教学效果与学生反馈

根据职教云平台记录的学习成果 

进行考核， 综合教师、 学生及平台系统 

的主、 客观数据进行考核。 通过数据分 

析， 统计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实践教学 

证明，本单元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 

达成度均在90%以上，与近三年的学 

生学习情况相比，考核成绩、学生出勤 

率、满意度均有大幅增加。通过问卷调 

查、学生访谈、学生相互监督等多种形 

式，了解到学生入党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人 

数增加； 当初不了解飞机维修类专业的 

学生对此专业的学习兴趣大增； 学生的 

自主学习与团结协作的意识加强，班级 

内学生互帮互助；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 

有很大提升， 能有意识地去保护环境， 
不乱扔垃圾，节约粮食；学生认真负责 

的机务作风、当代民航精神还需在今后 

的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加强。

五、 结语

上述绪论讲授内容是空气动力学 

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大纲要求的教学 

内容。在新时代“立德树人”这一大 

背景下，笔者遵循专业课程的体系和特 

点， 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将家国情 

怀、职业自豪感、工匠精神、机务作 

风、 安全质量意识、 唯物辩证思维这 6 
大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将思政内容渗透 

进教学实施过程和评价体系， 实现专业 

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无缝对接。下一步， 

将在校级“双带头人”书记工作室的 

带领下， 组织专业课教师系统学习、 领 

会和掌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党史国 

史。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 

长， 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观察、 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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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37 飞机系统概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刘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3）

摘 要：本文以《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的“概述”一课作为教学设计案例，从学情分析、学习目标设置、教学内容选择与呈现、教学考核与评价、思政元

素挖掘融合等方面探讨了课程思政在概述教学中有机融合的教学设计思路与方法。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在达到知识和能力目标的同时，其思政素养目标

的完成度也大幅提升。

关键词：737 飞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概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93/j.issn. 1671-2226.2021.21.079

自 2018 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

向[1]。全国高校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整合教学内容，将德育

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在课堂上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推动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协同育人。

《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是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飞机结构修

理专业、飞机部件修理专业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的大二学生必修的

一 门 专 业 核 心 课 。 该 课 程 基 于 国 家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 课 程 标 准 和

《CCAR-66R3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等民航法规，结合机务

维修工作过程，以国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普遍使用的主要机型为教学载体，

涵盖了民航飞机分类与总体认识、飞机燃油系统、飞机液压系统、飞机起

落架系统、飞行操纵系统、飞机气源系统、飞机空调系统和飞机增压等飞

机各主要机电系统。同时，教学团队积极从民航强国战略、中国民航的发

展史、国产大飞机、民航安全文化、经典航空事故案例、民航劳模及优秀班

组先进事迹等几个方面深入发掘思政素材，将家国情怀、职业自豪感、工

匠精神、机务作风、安全质量意识、唯物辩证思维这 6 大元素融入教学。

– – – –该课程团队经过多年的“研讨 实践 再研讨 再实践 ……”，构

建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旨在夯实传统“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基

础上，加强“品格塑造”，在专业知识的解疑释惑中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和文

化滋养，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环保意识、国际视野，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奋斗精神，增强学生的时代责任感。本文选取《飞机系统与附件》

课程中的第一章概述教学作为教学设计案例，介绍如何在课程教学设计

各环节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巧妙融合的一些方法和举措。

1.概述教学内容简介

概述教学是飞机系统与附件课程教学的开篇，是学生对飞机维修类

课程形成整体认识的良好开端，承载着“激发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兴趣和

信心”这一重要功能。该部分对接实际岗位工作任务，将教学内容划分为

“认识波音 737 飞机”、“波音 737 飞机勤务点识别”和“波音 737 飞机绕机

检查”三个子项目。

2.概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概述部分的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概念与介绍性的内容较多，而这些内

容几乎都蕴含着思政元素。在概述部分教学设计中有计划地融入思政要

素，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格

局，笔者认为重点要把握好四个要点：① 学情分析；② 教学内容分析；③

课堂教学目标设定；④ 教学方式选取。⑤教学考试与评价。

2.1 学情分析

1.理论基础：通过前序《飞行原理》和《飞机构造基础》等专业基础课的

学习，学生对飞机的系统和结构有初步的了解。

2.技能基础：通过前几章的实践教学及模拟机教学，学生喜欢实践，动

手能力较强，能较熟练的操作飞机虚拟维修模拟机，熟悉飞机维修电子手

册的结构，能较快速的查阅到需要的内容，但与行业岗位要求仍有差距；

3.安全意识：学生学习热情高，但缺乏经验，规章意识、防护意识仍有

待提升。

2.2 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

依据我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飞机系统与附件》

课程目标，结合概述部分教学内容，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及思政目标三

个维度设定了概述课堂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熟悉波音 737-800 飞机布局及站位；熟悉波音 737-800 驾

驶舱控制面板；熟悉波音 737-800 飞机所有勤务点的位置；熟悉波音 737

飞机绕机检查的内容。

能力目标：具备独立规范操作维修模拟机的能力；具备在波音 737 飞

机上完成绕机检查能力。

思政目标：激发学生“民航强国”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唯物辩证思

维，利用对比法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坚定职业理想信念；增强学生民航安

全意识；培养学生细致周到的机务作风；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3 课堂教学内容的分析

根据学情分析，专业对学生的能力需求，将本概述的教学内容整合为

三个子项目六个子任务：波音 737 飞机发展史；波音 737 飞机内外部认

识；飞机外部勤务点认识；维修模拟机的操作；绕机检查（虚拟）；绕机检查

（真实飞机）。

2.4 教学方式的选取

根据概述部分教学内容特点及我校教学实际情况，依托职教云 + 云

课堂 APP(以下简称职教云)的优势，基于以学生“知识需求”为中心，“能力

获得”与“品格塑造”为导向的教学原则，确定概述部分的教学采取“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前，教师在职教云上给学生推送学习资料（课

件、微课、时事热点等）并发布讨论和思考题。主题讨论和思考题不仅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为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了反复学习的有

效途径。教师监测线上学习情况，调整线下课堂教学内容。线下课堂，教师

主要讲解巩固重难点，组织案例讨研讨，基于学校飞机维修模拟机以及波

音 737-300 飞机开展实践教学。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自主讲解，教师

点拨，开展实践学习等环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引领融入课堂

教学中。

2.5 教学考核与评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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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

比较难以量化考核的思政素养，主要从细节入手，重点考察学生的学习态

度、劳动态度和机务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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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学习情况。

3、概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教学机型紧随中国民航发展，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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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航大国到民航强国的发展战略，进而增强家国情怀和职业自豪感。教

学内容贯穿民航安全文化。在“发展史”和“系统控制与指示”阶段的教学

内容中，结合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机开展差异教学，融入辩证唯物思维，引

导学生用辩证唯物思维看待和解决问题，比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抓

住主要矛盾”等。在“绕机检查”阶段的教学内容中，结合经典航空事故案

例及当下民航热点事件，引导学生思考按章操作、降低人为差错的重要意

义，同时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职业操做，培养科学严谨的机务作风、底

线思维和红线意识。

课程思政切入点 思政元素 思政材料 思政目标 

中国民航的发展史 
两航起义人员的爱国情

怀 

新闻短片《纪念两航起义 70 周年，

“老爷机”降落广州白云机场》 
激发 “民航强国”的家国情怀 

驾驶舱面板识别 唯物辩证思维 
波音 737和国产C919的驾驶舱差异

化学习 

培养学生用对比思维分析问题，

形成科学的思维 

波音 737 飞机过站的典型勤务工

作 
职业自豪感 

《南航新疆波音 737 飞机过站勤务

工作》视频 

引导学生坚定职业理想信念； 

培养民航安全意识。 

模拟机安全教育 机务作风 
讲解模拟机操作的规范，实训注意

事项 

培养学生的职业规范，细致周到

的机务作风 

实训安全教育 机务作风 
“因工具遗留，导致被发动机吸入，

损坏发动机”的事故案例 
培养民航安全意识 

绕机检查虚拟和真实飞机 工匠精神 

通过在模拟机上反复训练绕机检

查，然后再真实飞机上实践绕机检

查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规范学生的职业操作 

 
4、教学效果与学生反馈

根据职教云平台记录的学习成果进行考核，综合教师、学生及平台系

统的主、客观考核。通过数据分析，统计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实践教学证

明，本单元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达成度均在 90%以上，与近三年的学

生学习情况相比，考核成绩、学生出勤率、满意度均有大幅增加。通过问卷

调查，学生访谈，学生相互监督等多种形式，了解到学生入党的积极性明

显提高，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人数增加；当初不了解飞机维修

类专业的学生对此专业的学习兴趣大增；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团结协作的

意识加强，班级内学生互帮互助；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有很大提升，能有

意识地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如上课迟到、课上吃东西等；学生的认真

负责的机务作风，当代民航精神还需在今后的学生与工作中不断加强。

5、特色与亮点

1.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精准对接

教学机型紧随中国民航发展，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重新认识

由民航大国到民航强国的发展战略，进而增强家国情怀和职业自豪感。教

学内容贯穿民航安全文化。在“系统工作原理”和“系统控制与指示”阶段

的教学内容中，结合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机开展差异教学，融入辩证唯物

思维，引导学生用辩证唯物思维看待和解决问题，比如“整体与局部的关

系”、“抓住主要矛盾”等。在“拆装与测试”和“典型故障分析”阶段的教学

内容中，结合经典航空事故案例及当下民航热点事件，引导学生思考按章

操作、降低人为差错的重要意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安全意识。

2.拓宽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手段

通过“课程思政”，加强理论学习和情感的融合，教师推送思政资源，

学生或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自学，或通过线下课堂小组讨论分析，既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又强化思政教育。比如：在此教学部分，引入 1949 年“两航起

义”事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实训教学对标岗位工作要求，做到“准

备到位、施工到位、测试到位、交接到位”，渗透机务作风。全方位、过程化

的课程考核，教学任务考核细则对标岗位标准施工，做一项、评一项，强化

按手册、工卡施工的职业操做，培养科学严谨的机务作风、底线思维和红

线意识。通过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同步，潜移默化中以浸润式的方式发挥

育人作用，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随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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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专论

　 　 　 　 广东教育职教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基于虚拟仿真的飞机系统课程教学改革

文 /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刘　 超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 虚拟仿真技

术应用于飞机维修类专业实践教学已

是大势所趋ꎬ 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课程

教学的认可度ꎬ 增强学生在课程学习中

的参与感和获得感ꎮ
飞机是多个复杂机电液系统ꎬ 如起

落架系统、 飞控系统、 航电系统、 液压

系统、 电源系统、 飞机结构和发动机等

的集成ꎮ 经调研发现ꎬ 国内高职院校的

飞机系统教材与教学模式以理论知识

讲解为主ꎬ 与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联系

不够紧密ꎬ 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设计不

够科学ꎮ 这主要是因为飞机维修类实践

设备成本高、 占地大、 设备损坏风险

高、 航材消耗大和安全隐患多ꎬ 很多高

职院校难以满足ꎮ 同时ꎬ 飞机系统是复

杂技术ꎬ 很多部件在现实中看不见摸不

着ꎬ 理解起来晦涩难懂ꎬ 各类优质的教

学资源又跟不上ꎬ 导致教学效果差ꎬ 学

生学习成就感低ꎮ 虚拟仿真技术尤其适

用于航空类复杂装备和价格高昂的实

践教学ꎬ 从而营造逼真的训练环境ꎬ 模

拟高危操作与故障排除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教育部颁布的 «教育

信息化 ２ ０ 行动计划» 强调ꎬ “加强职

业院校、 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环

境建设ꎬ 服务信息化教学需要”ꎮ 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已经成为高校加强实践

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ꎬ 如水

利、 电力、 化工、 生物、 材料等许多专

业教学都普遍采用虚拟仿真技术ꎮ
本文以国家级飞机维修虚拟仿真

中心的建设为例ꎬ 通过优化教学环节和

程序ꎬ 提高实训教学效率ꎬ 旨在为高职

飞机维修类专业开发虚拟仿真实践教

学体系提供参考经验和借鉴ꎮ
一、 虚拟仿真教学的建设情况

我校飞机虚拟仿真系统分为 ２Ｄ 和

３Ｄ 仿真系统ꎮ ２Ｄ 系统主要由计算机系

统硬件和系统仿真软件 (训练系统主

程序、 虚拟三维飞机程序和 Ａｉｒ＠ ｖ 手

册程序) 组成ꎮ ３Ｄ 系统主要由飞机仿

真软件、 飞机维护维修培训软件、 计算

机系统、 数据显示系统、 飞机设备仿真

件、 教员控制台、 设备支架等部分组

成ꎮ 数据显示系统界面分布在左右两个

显示器上ꎮ 左侧数据显示器可显示飞行

机组训练的系统动态原理图、 ＣＢＴ 和维

护训练的外部面板、 跳开关面板ꎻ 右侧

数据显示器可显示系统动态原理图、 飞

机维护手册和维护训练的三维飞机ꎮ 飞

机设备仿真件主要包括 ＭＣＤＵ、 油门

台、 转换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 ＥＣＡＭ
控制面板、 照明控制面板、 发动机启动

面板、 ＡＴＣ 控制面板、 ＷＸＲ 控制面板、
无线电管理面板、 遮光罩和侧杆ꎮ ３Ｄ
系统可以真实体验飞机操作ꎮ

经过近十年的建设ꎬ 通过自主研发

和校企合作的形式ꎬ 我校累计投入

７０００ 多万元ꎬ 建设了空客 ３２０ 飞机 ２Ｄ
和 ３Ｄ 飞机维修虚拟实训平台、 波音

７３７ 飞机 ２Ｄ 飞机维修虚拟实训平台、
贝尔 ２０６ 飞机虚拟实训平台、 塞斯纳

１７２ 飞机虚拟实训平台以及 ＣＦＭ５６ 发

动机虚拟实训研发平台ꎮ 共有飞机维修

虚拟 仿 真 教 室 １５ 间ꎬ 教 室 面 积 达

１０００ｍ２ 以上ꎬ 可以同时满足 ３２０ 人的

上课需要ꎬ 将每个学生的实训成本降低

３０％ꎮ 我校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在

２０１８ 年被认定为广东省虚拟仿真实训

室ꎬ 在 ２０１９ 年教育部关于公布 «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 项目认定中被认定为国家

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ꎮ

二、 飞机维修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的

实施

(一) 仿真实践项目建设内容

仿真实践项目是依据国际航空器制

造使用规范 ＡＴＡ１００ 章节划分飞机和发

动机的机电液系统模块ꎬ 以典型工作任

务为指导ꎬ 以理实一体化理念ꎬ 对每一

个模块建设 “基础理论原理、 虚拟操

作、 虚拟测试和虚拟典型故障排除”
四个递增层次的教学内容ꎮ 通过教学做

一体化ꎬ 由浅入深逐步加深学生对专业

知识的理解ꎮ 虚拟操作和测试可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系统原理ꎬ 熟悉机载自测

试系统对飞机系统的测试ꎮ 虚拟排故在

系统操作和系统测试的基础上ꎬ 让学生

按照飞机维修手册的标准ꎬ 通过操作、
测量、 拆装等规范化训练ꎬ 提高学生对

机务维修工作的适应程度和解决机务维

修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二) 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实施

在高职飞机维修类专业的飞机系统

课程中很多系统会涉及系统操作和故障

排除教学内容ꎬ 如液压油的加放油操

作、 燃油的加放油操作以及起落架的收

放测试工作等ꎬ 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专业

技能和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ꎮ 下面以 “飞机起落架收放系统的

维护与排故” 教学单元为例来说明ꎮ
１.单元教学目标

该单元教学希望达到以下的学习目

标: (１) 知识目标: 熟悉飞机起落架

放下和收上的工作过程ꎻ 熟悉飞机主起

落架收放测试内容和方法ꎻ (２) 能力

目标: 具备对飞机主起落架收放测试维

护的能力ꎻ 具备对飞机起落架收放系统

“位置指示灯异常” 故障诊断及排除的

能力ꎻ (３) 素质目标: 培养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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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机维修机务作风ꎻ 培养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ꎮ
２.教学策略

本次课程设计以实际的工作过程

为导向ꎬ 将课堂教学划分为 “探究新

知、 维护模拟、 排故演练” 三个任务

来实施ꎮ 以学生为主体ꎬ 采用任务驱

动、 情境模拟、 合作探究、 示范教学的

教学方法ꎬ 全过程考核ꎮ
课程设计依托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职教云和云课堂构建的教学平台ꎬ 采用

信息化手段呈现教学内容ꎬ 磨练操作技

能ꎬ 破解教学重难点ꎮ ＶＲ 技术、 仿真

动画ꎬ 直观呈现知识原理ꎬ 巩固加强知

识学习ꎻ 飞机虚拟维修模拟机ꎬ 模拟真

实工作场景ꎬ 实践标准施工ꎬ 安全高

效ꎻ 思维导图、 企业专家现身说法ꎬ 熟

悉故障诊断流程ꎬ 培养正确排故思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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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将机务作

风、 机务人的工匠精神融入教学ꎬ 为民

航立心、 为职业铸魂ꎮ
３.教学过程

学生课前登录职教云平台ꎬ 闯关式

学习ꎬ 查看微课、 教学视频、 电子书ꎬ
完成指定的作业巩固预习成果ꎮ 课中以

“探究新知、 维护模拟、 排故演练” 三

个任务来实施ꎮ
(１) 探究新知: 首先ꎬ 学生对课

前提交的汇报 ＰＰＴ 进行投票评优ꎮ 优

胜小组上台汇报预习成果ꎬ 鼓励自主学

习ꎬ 培养分析能力ꎮ 根据课前测试中出

错率较高的知识点ꎬ 教师利用 ＶＲ 再现

真实工作场景ꎬ 学生进入虚拟轮舱、 驾

驶舱ꎬ 近距离观察系统部件及控制面

板ꎮ 教师结合实物进行讲解ꎬ 通过 ３Ｄ
动画解析关键部件的结构ꎬ 仿真模拟起

落架收上、 放下和运动机构工作过程ꎬ
化静为动ꎬ 化难为简ꎬ 顺利解决 “起

落架放下和收上过程” 这一教学重点ꎮ
随后ꎬ 进行限时测验ꎬ 考核学生理论知

识的掌握情况ꎮ
(２) 维护模拟: 首先进行安全教

育ꎬ 观看典型错误案例ꎬ 培养严谨科学

的机务作风、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ꎮ 教

师示范操作ꎬ 大屏同步ꎬ 并将操作视频

上传至教学平台ꎬ 方便学生反复学习ꎮ
学中做ꎬ 模拟机营造车间工作环境ꎬ 小

组角色分工ꎬ 同步完成电子工单和质量

工作卡ꎬ 实时考核ꎬ 强化按手册、 工卡

施工的职业操作ꎬ 培养团结协作的精

神ꎬ 支撑教学重点ꎮ 做中学ꎬ 随机挑选

小组考核ꎬ 弹幕互动ꎬ 提升规范操作和

安全意识ꎮ
(３) 排故演练: 工作场景引入任

务ꎬ 思维导图梳理诊断思路ꎮ 教师个性

指导、 共性解析ꎬ 总结诊断思路ꎮ 维修

模拟机复盘故障ꎬ 排故演练ꎮ 学生依据

故障隔离手册进行标准施工、 测试部件、
虚拟换件ꎬ 同步完成电子工作记录单ꎮ
企业专家现身说法ꎬ 讲解起落架故障维

修处置流程ꎬ 教师解析ꎮ 做学合一ꎬ 培

养正确的排故思维ꎬ 突破教学难点ꎮ
课后学生提交任务完成报告ꎬ 评选

优秀作品ꎮ 教师布置拓展任务———设计

起落架 “手柄卡滞故障” 的排故方案ꎮ
教师微信群答疑ꎬ 邀请企业导师参与学

生互动ꎮ 推送企业排故案例ꎬ 学生浏览

教学资源库ꎬ 吸收更多的专业知识ꎮ
４.考核评价

此单元的考核做到可测可评ꎬ 针对

每一个教学环节设计了考核方案与考

核比例ꎮ 如课前: 预习进度∗３０％＋课
前测验∗４０％＋汇报 ＰＰＴ∗３０％ꎻ 任务

一: 限时测验∗１００％ꎻ 任务二: 电子

工作单∗８０％ ＋质量工卡评分∗２０％ꎻ
任务三: 思维导图∗３０％＋排故记录单

∗７０％ꎻ 课后: 总结报告∗１００％ꎮ 总

成绩＝课前∗２０％＋课中∗７０％＋课后∗
１０％ꎮ 根据平台记录ꎬ 综合教师、 学生

及平台系统的主、 客观考核ꎬ 获得学习

效果及教学目标对比雷达图ꎮ 通过数据

分析ꎬ 统计教学目标的达成度ꎮ
三、 教学效果

经过多轮教学ꎬ 实践证明ꎬ 学生通

过自主学习、 小组探究完成新知学习ꎬ
达成知识目标ꎻ 通过维护模拟、 排故演

练ꎬ 达成能力目标ꎻ 通过团队协作、 规

范操作流程ꎬ 达成素质目标ꎮ 这种

“理实一体化、 虚实结合” 的教学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 学生出勤率提高、
平台活跃度增加、 考核成绩提升ꎬ 在全

国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ꎮ 学生满意度

增加ꎬ 用人单位满意度也随之增加ꎮ
四、 总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 未来高职飞

机维修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将很大部分以

虚拟仿真来完成ꎮ 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

心的建设需通过自主研发和校企合作的

方式完成ꎬ 实践项目的开发需依据

ＡＴＡ 章节与典型工作任务来设计ꎮ 在

虚拟实践教学过程中ꎬ 需充分利用飞机

维修手册来进行标准施工ꎬ 完成全过程

考核ꎬ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ꎬ
提升职业规范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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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的信息化教学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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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思政元素、专业课程和信息化改革融合问题，以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为例，从资源建立、教学方法、教师培养和评价方法改

善等角度探讨课程思政协同信息化改革的实施路径。通过学生口头反馈、平时表现和考试成绩得出，思政元素、专业课程和多种信

息化手段的综合运用使全方位育人效率大幅提高，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实现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

发展理念，提升了学生的工匠精神、民航精神，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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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nformation reform，

taking aircraft construction basis cours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establishment，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student’s oral feedback，usual performance and test
scores，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pecialized courses and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means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full text orientation education make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view of world，value and life; achieve full staff，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concept; improve student’s
craftsman and civil aviation spirit; and promote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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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和信息化改革进程现状及问题

分析

课程思政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

着力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贯穿、嵌入课程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教师特别是专业课程教

师要努力做到时时不忘思政育人，处处体现思政育人，

课课融入思政育人，事事做到思政育人［1 － 3］。飞机构

造基础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该

课程主要介绍飞机结构、燃油系统、起落架系统、液压

系统、飞行操纵系统等各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飞

机各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在飞机维修和维护过程中保证

维修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4］。但是飞机各系统的知

识点晦涩难懂，当前信息化教学模式比较落后，无法有

效解决教学重难点，导致学生对专业课程内容无法掌

握，思政元素与专业课无法有效结合致使学生无法从

课程学习中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安全意识。
目前，课程思政协同信息化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以

下问题: 第一，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不足，思

政教育与行业、企业相脱离。在我国高校教育中，思政

教育仅局限于思政理论课上，专业课中很少对大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造成思政教育脱离专业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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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通道单一，无法在专业课中塑造学生的工匠精神。
思政课堂的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无法将思政内容与

行业、企业相关联，不能有效提升学生对航空安全的责

任感、行业的认同感。缺乏民航维修案例的导入，无法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信息化程度不足、学习体

验感较差。信息化资源较贫乏，教学策略单一，无法引

导学生融入教学情境，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第三，未

将信息化改革和课程思政改革有效结合。

2 课程思政多维度协同信息化改革措施

在课程思政协同信息化改革过程中，教学资源是

基础、教师是重点、制度是保障，应多维度协同改革，并

建立相关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改革效果的检验石。
2. 1 基于信息化教学平台建立可持续性思政元素教

学资源库

疫情期间的网络课程实践表明，网络课程已不再

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其重要性已经逐渐趋同于面授

教学。飞机构造基础作为一门典型的专业课程，已经

在网络教学平台建立了资源库，包括 PPT、微课、教学

动画等资源，且每年都会进行更新和完善，但是现有资

源只是对课本知识点的阐述，缺少对学生人生观、价值

观的塑造。
为了适应课程思政理念，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应形成一套包含思政元素的可持续性资源更新方法:

以教师为指引，教师首先上传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中的

典型知识点和由于人为失误导致的安全事件案例，然

后提出问题，以任务驱动法引导学生思考人为失误产

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分

析如何防止此类不安全事件的再次发生。为了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鼓励学生自己

查找相关案例，并上传至资源库，逐渐形成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引导的可持续性资源更新方式，为资源库提

供更多体现课程思政元素的资料，如图 1 所示。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建设

Fig. 1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source bank

2. 2 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飞机构造基础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综合

搭载以下三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
2. 2. 1 模拟机技术

飞机维修专业课程实践性较强，为了给学生提供

良好的实践平台，学校购置了 B737NG 飞机和 A320 飞

机的模拟机系统，有效解决了机坪飞机数量少与学生

多之间的矛盾。教师在教授完每个系统后，可让学生

在模拟机上进行相关操作，以巩固所学理论知识。比

如，学习了飞机燃油系统后，就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模拟

机进行加油和抽油操作。在使用模拟机的过程中，强

调让每个学生严格按照手册实施操作，避免遗忘某个

步骤造成安全隐患。又比如，在加油过程中，按照手册

要求要保证不能有火源、不能给飞机充氧气、不能开高

频天线等，以免造成火灾。借助模拟机的使用过程，培

养学生按照手册工作的良好习惯，实现思政元素与专

业课程的相互融合。
2. 2. 2 VＲ 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Ｒeality，缩写为 VＲ) ，又称

灵境技术，是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项全新的实用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囊括计算机、电子信息、仿真技术，

其基本实现方式是计算机模拟虚拟环境从而给人以环

境沉浸感，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解决了多媒体演示

不够形象具体、没有沉浸感、缺乏互动体验、无法进行

自主学习等缺点。VＲ 技术的应用使学生可以沉浸在

三维的虚拟现实中，模拟某个部件没有正确安装可能

导致的事故，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例如，可以模拟

螺栓没有打力矩导致的脱落、管路没有拧紧导致的漏

油，某个部件的脱落砸到脚面，使学生养成穿劳保鞋的

习惯。从课程学习中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安全意

识，培养具有扎实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的优秀人才。
2. 2. 3 大数据技术

通过大数据对国内外近 50 年来的航空事故进行

分析，统计航空事故发生的原因，可以使学生清楚地了

解哪些行为可能导致哪类事故的发生，有针对性地开

展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2. 3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破解教学重难点

融合专业知识和思政教学目标，运用情境教学法、
任务驱动法、合作探究法等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课堂参与度，利用

视频、图片、动画等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破解教

学重难点。例如，模拟飞机过站时间比较紧急的场景，

给定学生检查飞机的任务，各小组讨论在时间比较紧

急的情况下能否可以人为忽略一些检查项目以达到节

省时间的目的，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以严

( 下转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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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观察与思考能力，避免

进入实验误区。例如，在二氧化碳相对分子质量的测

定实验中，启普发生器该如何规范使用? 如何检验该

仪器的气密性? 所使用的药品碳酸钙是颗粒大点好还

是小点好? 可不可以在不改变实验原理的情况下重新

选择其他的实验仪器进行实验? 对于该实验学生有没

有创新点? 要以问题的方式步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鼓励学生积极发言，逐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

可以依据个人的实验现象、实验结果等具体情况，以自

己的理解去分析实验结果，完成对实验内容的全面学

习和理解［3］。
3. 4 改进实验测评方式，促进线上线下相结合

教学效果需要通过教学的测量与评价来界定，这

样可以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不能仅以传统的考试成

绩作为标准而忽略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发散思维。如

今，智能教学评价不仅仅是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也允

许教师通过平台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评价［4］。无机化

学实验课程新智能评价包括实验课的出勤情况、实验

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创新能力、实验报告的撰写、基本

实验原理的掌握。学习通不仅可以实时监控学生的出

勤，还可以查看学生的观看视频时长、学习任务的完成

情况。实验过程表现及实验现象与结果( 某些实验学

生可自录视频并上传) 、作业的提交时间、上传次数，

这些都可以作为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教师采用混合教

学模式后，改革了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考核方法，以全

面、公正、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5］。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有效将线下教学质量监控

运用到教学基本状态数据中来是目前高校共同讨论的

话题［6］。作为新时代的教师，需要不断将信息化互联

网技术融合于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寻找出最能让学

生积极参与其中的新实验教学方式，让学生喜欢上化

学，更喜欢上化学实验。

参考文献:
［1］ 潘耀芳，吴懋亮，等 . 课程思政下机械制造工艺学的教学模式改革

［J］． 科教导刊 － 电子版( 上旬) ，2018，( 01) : 143 － 144.

［2］ 程国娥，王运宏，等 . 多维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构建与应

用［J］． 广州化工，2018，( 46) : 136 － 138.

［3］ 秦玉梅，沈星灿 . 混合式教学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初步探索

与实践［J］． 广东化工，2020，47( 15) : 188.

［4］ 刘洋，刘尊奇，等 . 大学无机化学课程智慧课堂的构建研究［J］． 广

州化工，2019，( 10) : 171，173.

［5］ 杨晓娜，孙佳，张晖 . 浅谈虚拟仿真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J］． 时代教育，2015，( 23) : 196，198.

［6］ 王万慧，胡骥 . 基于超星学习通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无机

化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J］． 山东化工，2020，49( 17) : 153，158.

( 上接第 107 页)

重后果为警示，让学生领悟不管客观环境如何艰苦也

不能降低安全标准，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有效将思政

元素和专业课程相融合。
2. 4 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构建新的教学评价体系

以学生评教为基础，督导评课为指导，同行听课为

督促，有效考核课程思政协同信息化改革效果。制作

调查问卷，量化德育效果和信息化改革效果指标，以评

价为导向促进教师通过学习相关思政理论、信息化改

革著作、参加相关培训和比赛加深对思政协同信息化

改革的理解，提升育人意识和能力，落实信息化改革实

施。及时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使教学具备时效性，对

标民航业对于安全的高标准高要求，以飞机事故和人

为因素为线索，突出工匠精神、民航精神和行业企业文

化实现价值引领，培育学生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环保

意识、辩证思维、道德感和使命感，进行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5 － 6］。

3 结语

以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为例，将课程思政理念和信

息化改革有机融合，精准应用于民航业，推进信息化改

革、职业素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以职业需求为导向，有重点地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

民航业培育有理想、有担当、有道德、有素质的民航人。
在民航类大学中大力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神，以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为内核，切实增强敬

畏意识，不断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为全力确保民航安全

运行做保障。

参考文献:

［1］ 邱伟光 . 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 07) : 10 － 14.

［2］ 高德毅，宗爱东 .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 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2017，( 01) : 43 － 46.

［3］ 陆道坤 . 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

课程思政的探讨［J］． 思想理论教育，2018，( 03) : 64 － 69.

［4］ 杨振博，陆轶，李理，等 . 基于职教云的信息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J］． 内江科技，2019，40( 02) : 127 － 128.

［5］ 欧阳慧敏 .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研究［D］． 徐

州: 中国矿业大学，2019.

［6］ 郭凤臣 . 高职服装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设计［J］． 长春教

育学院学报，2019，35( 10) : 51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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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动机燃油和控制

1、文档

2、PPT

3、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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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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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动机操纵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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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动机空气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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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动机反推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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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动机启动和点火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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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动机指示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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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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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动机滑油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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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APU

1、文档

2、PPT

3、动画

4、视频

5、图片

6、动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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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动机地面维修和发动机管理，

十、微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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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超人(刘超)
十一、虚拟仿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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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超人(刘超)
企业维修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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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超人(刘超)
思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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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超人(刘超)
习题库



学生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转化为科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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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结果

白云机场校区

序号 社团名称 指导教师 考核结果

1 翰凌轩书法协会 吴延晴 良好

2 爱音协会 元江英 良好

3 英语协会 李伟容 优秀

4 白云机场校区红十字会 李青 良好

5 吉他协会 林伟谦 良好

6 数学协会 黄宇飞 优秀

7
心理辅导工作学生委员会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委员会）
赵云 优秀

8 资助工作学生委员会 卢海标 良好

9 青春健康同伴社 周霞 优秀

10 蓝天服务队 赵验生 良好

11 心理辅导工作学生委员会 王立昭 良好

12 青年志愿者协会 程晨 优秀

13 摄影协会 田雪松 优秀

14 护校大队 刘刚 良好

15 读者协会 林淑琪 良好

16 宿舍管理委员会 刘红敏 合格

17
白云机场校区膳食管理

委员会
吕育辉 良好

18 计算机网络协会 陶理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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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航空协会 袁忠大 优秀

20 卓客魔术协会 吴成宝 合格

21 辅学协会 高春瑾 优秀

22 MH 轮滑协会 龚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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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民航 CCAR147 基本技能证书的部分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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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民航 CCAR66‐R3 基础执照的部分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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