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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所属专业群 

移动应用开发/610212/教育信息技术专业群。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表 1  职业面向表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
别（或技术领

域）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

举例 

电 子 信 息
（65） 

应用软件开
发（6513） 

软件和信息
技 术 服 业
（P8310） 

计算机程序
设 计 员
（4-04-05-0
1） 

售前工程师、
实施与运维
工程师、助理
工程师、软件
开发工程师、
前端设计师、
UI 设计师、
移动应用开
发工程师 

Web 前端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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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典型工作任务 

序号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1 移动应用开发工程
师 

1.负责移动互联网平台客户端应用的 UI、功能逻辑、网络
通信等开发工作； 
2.根据产品需求开发相关的移动产品，验证和修正测试中
发现的问题； 
3.根据开发过程中的体验对产品提出改进建议； 
4.规范文档的编写、维护，并提供产品相关技术支持。 

2 中间层开发工程师 

1.设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技术框架； 
2.移动互联网中间层开发,定制,调试 
3.设计二次开发 API/SDK； 
4.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支持，配合应用工程师编写应用程
序； 
5.编写用于功能及性能测试的应用； 
6.编写底层驱动服务； 

3 实施与运维工程师 
1. 负责移动互联网平台产品的对接实施； 
2. 负责移动互联网平台产品的代码问题定位和代码修改； 
3. 负责客户的问题排查、定位和解决； 

4 UI开发工程师 

1.配合产品经理，对移动平台设备软件界面进行设计； 
2.配合产品品牌需要提供相关的美术设计； 
3.实时把握移动互联网流行元素，提出崭新的创意策略； 
4.优化用户体验及设计流程； 

5 售前工程师 

1.通过对客户业务需求的理解以及规划，不断深入挖掘客
户潜在需求，快速设计和构造需求方案； 
2、负责编写项目投标书、方案设计报告、实施方案和其它
技术方案； 
3、负责配合销售为客户进行项目技术交流、讲解、技术引
导； 
4、负责与合作厂商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移动互联网企业和领域生产、

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端技能型

专门人才。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

具备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工作，具备本专业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

具有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实际工作的技能和项目经验，能够从事移动终端应

用开发、移动商务网站及数据库开发和维护、移动应用 UI 设计、移动互联

网运维、移动互联网产品设计、策划、营销、测试等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 

六、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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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

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 

3.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4.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和创新

思维。  

5.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

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6.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

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7.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知识 

1.掌握“网络、5G宽带、通信”的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实践能力； 

2.掌握通信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跟踪学习移动互联应

用新技术的能力； 

3.掌握必备的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基础知识，包括掌握主流移动互联开

发平台（Android）的系统知识; 

4.掌握必备的 MySQL 数据库基础，JAVA 高级语言基础，计算机网络技

术，H5 网页设计等； 

5.熟练应用移动平台开发语言开发移动互联 APP 应用软件； 

6.掌握基于 Android 等移动操作系统的 HTML5混合应用开发； 

（三）能力  

1.具有一定的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 

2.具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善于与人沟通，富有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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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定的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具备良好的商务礼仪规范; 

4.具有通信工程的维护与管理能力； 

5.具有良好的编程规范和习惯，了解常用的软件开发工具与使用环境，

熟悉基本的开发语言与测试方法； 

6.具有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与项目管理和工程实施的相关法律

法规； 

7.具有实际项目开发的能力和技术协作素养，满足企业移动互联软件

开发和项目管理的需求； 

8.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9.具有相关的专业拓展能力。 

七、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  

（一）课程设置 

本专业有公共基础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及专业（群）选修课等 6类课程，总共 45门课，1830 学时，107

学分，认识与见习、综合实训、跟岗实习、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等 936 学

时，38 学分；共 2766 学时，145 学分。  

1.公共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育，大学英语，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等 21 门课程，共 32 学分。  

2.公共选修课  

主要有职业生涯规划、普通话，2门课程，共选修 4 学分。 

3.专业基础课  

主要有计算机应用基础、Photoshop UI 设计、HTML5 网页设计、Java

程序设计基础、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和等 10 门课程,共 3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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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核心课  

主要有 Java Web 程序设计、HTML5 高级程序设计、MyBatis 数据持久

化、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HTML5 移动 UI

设计开发 6 门课程（表 3）,共 2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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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
课程 主要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课程主要素质、知识、能

力 

参考 

课时 

 

Java Web
程序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 JSP运行
环境和其他动态网页
技术，JSP 的语法，
JSP的内置对象详
解，数据库与 JDBC
技术，JavaBean，
JavaServlet 技术，
JSP开发中的常用技
巧。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掌握流程图的绘制；
能用 JSP技术搭建网站
平台；掌握 eclipse 开放
环境Ⅲ能力  
（1）完成基本网站的搭

建 

48 

Html5高级
程序设计 

详细介绍了
JavaScript 开发的
高级语法，包括面向
对象特性和闭包。并
讲解了 HTML5 绘图
API的调用，实现图
形绘制和图像处理功
能。还讲解离线存储，
标签拖拽、定位和通
知 API的使用。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掌握 SQL增删改差
操作 
（2）掌握 H5动态存储技
术 
Ⅲ能力  
（1）利用所学知识完成
离线存储的实践 

40 

MyBatis数
据持久化 

介绍了 ORM 的概念及
MyBatis 开发环境的
搭 建 ， 以 及 使 用
MyBatis 对单个无关
联的实体进行 CRUD
操作;介绍 MyBatis
关 联 映 射 技 术 ，
MyBatis对“has-a”
型和“has-many”型
关联实体进行映射的
方法;介绍 MyBatis
动态 SQL 应用的场
景， if、 choose、
where、set、foreach
动态标签的应用。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掌握 AORM技术的运
用 
（2）SSM框架的使用 
Ⅲ能力  
（1）利用所学知识完成

动态网页的实践 

50 

Spring MVC
企业级程
序设计 

介绍 Spring 技术，学
习 Spring 基本原理、
掌握 Spring 核心组
件、Spring 整合技术
和 SpringMVC 的使
用。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SpringMVC搭建 Web
应用程序 
（2）SSM的运用 
（1）利用所学知识完成
动态网页的实践 

80 

Android高
级组件开

发 

重点介绍 Android列
表组件的使用、

Android网络应用、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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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机制、服务机制、
数据存储、

ContentProvide 的
使用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掌握 Android 服务
组件数据存储的使用 
Ⅲ能力  
（1）利用所学知识能完
成 Android端网络数据

交互类项目 

HTML5移动
UI设计开

发 

讲解 HTML5+接口使
用包含获取设备信
息、 拨打电话、保持
屏幕唤醒、设备震动、 
网络及网络状态获
取、事件相关（窗口
事件及原生 dom 事
件）、nativeUI 系统
原 生 界 面 管 理 、
storage 本地数据存
储、IO 模块 （本地
文件系统）基础篇、
DirectoryEntry（文
件夹及文件操作）、
downloader 文件下
载、audio 音频播放
及网络音频文件播放
使用 gallery 管理系
统 相 册 、  使 用
uploader 模块进行
文件上传并且通过
HTML5+接口调用用手
机摄像头、GPS 等接
口实现二维码、语音
输入、摇一摇，并
HTML5+访问手机的文
件系统、微信分享、
手机支付和广告嵌入
等功能，还讲解了手
机应用调试、打包、
部署和更新功能。 

提高学习能力，
学会交流沟通
和团队协作，提
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
力、就业能力和

创业能力 

Ⅰ素质 
（1）良好的个人品德和
职业道德 
（2）过硬的职业素质 
Ⅱ知识  
（1）掌握 Html5 移动用
用开发的使用以及微信
分享手机支付等功能的
使用 
（2）程序打包调试部署
功能的灵活应用 
Ⅲ能力  
（1）利用所学知识完成
基于 H5的 app应用开发 

48 

5.专业拓展课 

主要事综合实训课，通过综合实训实践，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工作中所

需要用到的项目开发的能力，共 5学分。 

6.专业（群）选修课 

主要有 CMS 商业站点开发、数据结构与算法、微信公众号、HTML5移动

APP 应用开发、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5 门课程,共 10学分。 

(二)教学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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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4  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名称：  移动应用开发   （2020级） 

学
年 

学
期 

教学进程周次 

课
堂
教
学
（
周） 

开
学
准
备
（
周
） 

实践教学（周） 

机
动
（
周
） 

考
试
（
周
） 

学期
教学
周数
合计 

寒
暑
假
（
周
）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军
训 

入
学
安
全
劳
动
教
育 

认
识
与
见
习 

跟
岗 

顶
岗 

毕
业
设
计 

第
一
学
年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14 1 3 1      1 20 6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6 

第
二
学
年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6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6 

第
三
学
年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0 6 6 3 1 3 20 6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0 18 0  1 20 6 

总计 68 6 3 1 0 6 24 3 1 8 120 36 
说明 1.三年 6学期总周数共 120周。  

2.专业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总学时数比例控制为 1:1左右。见习原则上在专业课开始时安排，假期执行;跟岗实习根据专业教学
进度安排；顶岗实习一般为 6个月。  
3.○开学准备  ＃入学教育   ☆军训   ■课堂教学    ▲考试    △见习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    ＆机
动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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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计划与进度总表  

表 5  课程计划与进度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考核 学年/学期分配//周课时数 
 备注 

总学
时 学分 理论 实践 考试 考查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周 20周 20周 20周 20 周 20周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必 
修 
课 

1901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1） 
24 1.5 18 6  考查 2*12       

1902002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2） 
30 1.5 26 4  考查  2*15      

190300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1） 

36 2 32 4 考试    2*18     

19040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2） 

36 2 32 4 考试     2*18    

1905005 形势与政策
（1） 8 0.25 8 0  考查 2*4      讲座 

1905006 形势与政策
（2） 8 0.25 8 0  考查  2*4     讲座 

1905007 形势与政策
（3） 8 0.25 8 0  考查   2*4    讲座 

1905008 
形势与政策

（4） 8 0.25 8 0  考查    2*4   讲座 

1901021 大学语文Ⅰ 28 2 22 6 考试  2*14       
1901022 大学语文Ⅱ 36 2 28 8 考试   2*18      
1901025 大学英语Ⅰ 28 2 22 6 考试  2*14       
1901026 大学英语Ⅱ 36 2 28 8 考试   2*18      
1901028 体育与健康Ⅰ 28 2 8 20  考查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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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029 体育与健康Ⅱ 36 2 10 26    2*18      
1901030 体育与健康Ⅲ 18 1 6 12     1*18     
1901031 体育与健康Ⅳ 18 1 6 12      1*18    
1901033 创新创业基础  28 2 8 20  考查    2*14    
1901023 高等数学Ⅰ 28 2 25 3 考试  2*14       
1901024 高等数学Ⅱ 36 2 32 4 考试   2*18      
1901073 军事理论 36 2 4 32  考查   2*18     
1901072 心理健康教育 36 2 12 24  考查   2*18     

小计  550 32 351 199   10 10 7 5 0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906100 计算机应用基
础 60 4 30 30 考试  12*5

w       

1906101 Photoshop UI
设计 48 3 20 28 考试  12*4

w       

1906102 HTML5网页设
计 48 3 20 28 考试  12*4

w       

1906135 Java程序设计
基础 72 4 32 40 考试   12*6

w      

1906136 MySQl数据操
作与查询 48 3 20 28 考试   12*4

w      

1906137 Java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 84 5 34 50 考试   12*7

w      

1906138 Java 高级特
性 48 3 20 28 考试    16*3

w     

1906139 Android程序
设计基础 48 3 20 28 考试    16*3

w     

1906140 HTML5响应式
网页设计 48 3 16 32 考试    16*3

w     

1906141 JavaScript交
互式网页设计 48 3 16 32 考试    16*3

w     

小计  552 34 228 324   12 12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906142 Java Web程序
设计 80 5 40 40 考试    16*4

w     

1906143 Html5高级程
序设计 40   20 20 考试    16*4

w     

1906144 MyBatis数据
持久化 44 3 20 24 考试     16*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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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45 Spring MVC企
业级程序设计 80 5 40 40 考试     16*5

w    

1906146 Android高级
组件开发 60 3 24 36 考试     16*4

w    

1906147 HTML5移动 UI
设计开发 48 3 20 28 考试     16*3

w    

小计  352 21 164 188   0 0 16 16 0   

专
业
拓
展
课 

1906118 综合实训 80 5 20 60  考查   8*5W 8*5W    

小计 小计 80 5 20 60   0 0 0 0 0   

公共选
修课 

1901071 职业生涯规划 28 2 3 25  考查 2*14
w    

  
 

1901074 普通话 36 2 18 18  考查  2*18
w      

小计 小计 64 4 21 43   2 2 0 0 0   

专业
（群）
选修课 

1906121 CMS商业站点
开发 

40 2  40  考查  2*20
W 

     

1906124 微信公众号开
发 40 2  40  考查  2*20

W      

1906122 数据结构与算
法 40 2  40  考查   2*20

W     

1906148 HTML5移动
APP应用开发 64 3 30 34  考查    16*4

w    

1906117 Python数据分
析与可视化 48 2 20 28  考查    16*3

w    

小计  232   11 50 182   0 4 2 5 0   

总计  1838 107 849 989   24 28 25 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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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集中实践(综合实训)教学计划安排表 

序号 主要实践环节 
职业
技能
测试 

各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军事技能  3W       
2 入学、安全、劳动教育  1W       
3 认识与见习   1W     假期 
 专项技能实训     1W    
 企业项目综合实训         
 毕业设计      3W   
 跟岗实习      6W   
 顶岗实习      6w 18w  

合计  4w 1w 0 1w 15w 18w  
总计 39w（936 课时、38 学分）  

表 7  教学总学时分配表 

序号 课程类型 课程
门数 

教学
时数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总学
时 

实践
学时
比例
（%） 

备注 

1 公共基础必修
课 21 32 351 199 550 36%  

2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
基础
课 

10 34 228 324 552 59%  

3 
专业
核心
课 

6 21 164 188 352 53%  

4 
专业
拓展
课 

1 5 20 60 80 75%  

5 公共选修课 2 4 21 43 64 67%  

6 专业（群）选修
课 5 11 50 182 232 78%  

总计 45 107 849 989 1838 54.5%  

备注：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以整周为单位进行安排（一周折算为

24 课时）。  

八、实施保障与质量管理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教师队伍包括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总计 18

人，教授 2 人，副教授以上职称 3 人，讲师职称 10 人，助教职称 3

人。专业在校生与该专业的专任教师之比为于 18:1（不含公共课）。

本专业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双师型”教师占 80%，其中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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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来自于行业企业。 

2.专任教师  

本专业的专任教师 13 人，都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

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德

技双修、知行合一；具有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

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本专业带头人具有副教授职称，湖南大学硕士，全国高职院校学

生技能竞赛评委专家库成员，岳阳市科技咨询评审专家库成员，能够

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

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

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  

4.兼职教师  

本专业兼职教师 5人，高级程序员，系校企合作单位美和易思专

业讲师，具有多年从事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经验，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

工作经验，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指导等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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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专业教学团队配置与要求 
师生比 1:18 
专兼职比 13:5 
双师比 80% 

年龄 
20-30 岁
（人） 

30-40岁
（人） 

40-50岁
（人） 50-60 岁（人） 

3 11 2 2 

学历学位 
本科（人） 硕士人（人） 博士（人） 博士以上（人） 

11 7   

职称 
见习（人） 助教（同等职

称）（人） 
讲师（同等职
称）（人） 

副教授（同等
职称）（人） 

教授（同等职
称）（人） 

 3 10 3 2 

（二）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

实训室和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

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

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

通无阻。  

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表 9 教学场地、设施配置及功能 

序号 教学场地 设施配置 功能 

1 206教室 
宏基投影(1台)+课桌椅(20 套)+空调柜机(1
台)+电子班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

时钟各 1套 
理论授课 

2 207教室 
宏基投影(1台)+课桌椅(20 套)+空调柜机(1
台)+电子班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

时钟各 1套 
理论授课 

3 208教室 
宏基投影(1台)+课桌椅(20 套)+空调柜机(1
台)+电子班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

时钟各 1套 
理论授课 

4 104机房 方正电脑(40套)+空调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实践授课+学生校内
实训 

5 201机房 方正电脑(40套)+空调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实践授课+学生校内
实训 

6 205机房 方正电脑(40套)+空调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实践授课+学生校内
实训 

2.校内实训基本要求  

表 10 实习实训基地（室）配置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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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实训基地（室）
名称 

功能（实训实习项目） 面积、设备名称及台套
数要求 

容量 

1 104机房 校内实训 

方正电脑(40套)+空调
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
手机袋、时钟各 1套 

40 

2 201机房 校内实训 

方正电脑(40套)+空调
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
手机袋、时钟各 1套 

40 

3 205机房 校内实训 

方正电脑(40套)+空调
天花机(1台) +电子班
牌(1套)+白板、讲台、
手机袋、时钟各 1套 

40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本专业校外实训基地能够提供开展软件开发、软件实施、软件测

试等实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

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名单如下： 

序号 基地名称（公司） 所在城市 岗位 是否挂牌 

1 长沙雷马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软件开发 是 

2 中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

实施 是 

3 湖南羲和科技有限
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 软件开发 是 

4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软件实施与测试 是 

5 富士康科技集团 广东省深圳市 软件开发与实施 是 

6 
岳阳市南湖新区管
理处 湖南省岳阳市 软件开发 是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能提供软件开发、软件实施、软件测试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

当前软件开发专业（产业）发展的主流业务（主流技术），可接纳一

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

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

险保障。部分实习企业如下：上海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华龙

迅达科技有限公司、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深圳通程防

伪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制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VIVO 东莞）、杭州校宝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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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的信

息化条件。引导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MOOT 在线教

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

需要的教材、图书及数字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建立

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

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请各专业咨询图书馆列出数据）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

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包括：有关专业理论、技术、

方法、思维以及实务操作类图书和文献。  

3.数字资源配备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

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

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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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数字资源配备情况 

音视频素材（G） 教学课件（个） 数字化教学案
例（个） 

模拟仿真软件
（个） 数字教材（本） 

>10G >200 个 >200个 2 24本 

(四)教学方法  

1.以学生为主体 

卓越项目管理体系：卓越项目管理体系是一套完整项目管理体

系，它包含战略目标系统、目标分解系统、过程控制系统、激励系统

和支持系统五大部分。卓越项目管理体系适用于典型的软件项目管

理，软件项目是以实现客户需求为目标，通过需求概要和项目计划将

目标分解，结合敏捷软件开发模式进行过程管理。将该体系移植到到

学生实训项目中，能极大的提高学生的项目参与度和成就感，最终达

到促进就业的效果。 

2.因材施教 

互动激励式教学：项目教学法具有互动交流的作用,又能起到激

励的效果,于提高教学水平方面颇具优势,在当前教学中广受欢迎。本

文以软件技术课程为例,着重分析了项目教学法在其中的实际应用。 

分层教学：项目分层：每门课程至少提供 8 个商业项目供学生

选择，项目难度分 A、B、C、D 四个层次。 

学生分层：每门课前动态调整，通过技术测评分出 A、B、C、D 四

个层次的学生，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难度的项目。 

理实一体化：理实一体化教学法即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突破

以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教学环节相对集中。它强调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设定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让师生双方边教、

边学、边做，全程构建素质和技能培养框架，丰富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

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而理中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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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有理。突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充分调动和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教学方法。 

企业项目实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巩固和扩大已学

过的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为电子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建立

初步的感性认识并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

力，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自主学习 

自习、晚自习机制：利用非专业课和公共课时间，每周安排 6-8

课时的自习和晚自习安排，自习过程中有项目助理/助教辅导学生，

有讲师和班主任巡查。 

（1）小班辅导：学术副主任根据教学计划及课程重点难，安排

教务老师，以周为单位制定章节机试计划，凡大一、大二、大三章节

机试测试合格率分别低于 85%、80%、75%的班级，强制要求讲师在不

影响正课进度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针对不及格学生进行此行为。学

术副主任与任课讲师共同商议次数，原则上每次章节机试对应辅导不

超过 4 课时。 

（2）项目集训：敏捷开发，通过站立会议检查并公示项目进度。

在项目实践课时，由学委组织会议，各组长汇报当前项目进展组长提

交站立会议记录，质量保证（班主任）负责监控。 

（3）MOOC 教育平台：学生通过提供基于教材本身又有扩展的视

频、课件等学习资源，课前预习、测评，课后复习、考试、在线交流

使用，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终端”的高效碎片化学习；

供老师（项目经理、QA、项目助理）可以方便快捷准确的统计分析学

生所有学习行为数据，极大的提升教学管理效率和效果。 

4.双创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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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专家大讲堂：是传统项目管理课、ODT 与 EAT 课程的升华，

是立足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就业能力，邀请知名 IT 企业专家—

—项目管理专家、人力资源专家等专门领域专家直接与学生面对面，

讲授项目管理课、综合素质课、就业指导课等相关课程的 O2O 远程同

步直播教学模式。 

MOOC 线上课程：在线双创课程包括 Python 技术、CMS 建站、微

信公众号开通和开发。学生可以利用线上课程满足创业中技术难题。 

5.以赛促学 

全国赛事：软件杯、全国技能大赛、蓝桥杯。 

（五）教学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内容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体现

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如观察、口试、

笔试、顶岗操作、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资格鉴定等评价、评定方式。

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

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

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

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

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

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

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

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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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所修课程考核全部合格，至少修满 142 个学分（其

中包括军训 4 学分，入学、安全、劳动教育 1 学分，毕业设计 2 学分，

顶岗实习 24 学分），且原则上需要获得普通话、英语三级、计算机

一级等证书，鼓励获得职业资格证及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十、人才培养方案编制的有关说明  

（一）学分制  

实行学分制。学生可提前或推迟毕业，但学生在校修业年限不得

少于 2 年，或超过 5 年。  

（二）“1+X”证书制度及职业资格证  

实行课证融通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我校将根据国家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

要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也鼓励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各

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可计算学分，也可置换相关课程，

具体见下表：  

表 12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转换学分、课程表 

序号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可转换

的学分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可置换的专业必修

课程 

备注 

等级 
可计算的学

分 
  

1 Web前端开发 初级 8   

2 Web前端开发 中级 10   

3 大数据运维 初级 8   

表 13 职业资格证书转换学分、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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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及可转换

的学分 

职业资格证书可置

换的专业必修课程 
备注 

等级 
可计算的学

分 
  

1 计算机等级 1 2   

2 计算机等级 2 4   

3 计算机等级 3 6   

（三）动态调整机制 

本方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年度诊改结论，会适时对课程和

相关安排进行调整，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达到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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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JavaWeb 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Java Web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 1906142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移动应用开发 先修课程 
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设计 

后续课程 Html5高级程序设计 学时建议 80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Java Web 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Java Web程序设计》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 JSP 运行环境和其他动态网页技术，JSP 的语法，JSP 的内

置对象详解，数据库与 JDBC 技术，JavaBean，JavaServlet 技术，

JSP 开发中的常用技巧。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掌握流程图的绘制；能用 JSP 技术搭建网站平台；

掌握 eclipse 开放环境。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JSP 运行环境和其

他动态网页技术，JSP 的语法，JSP 的内置对象详解，数据库与 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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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JavaBean，JavaServlet技术，JSP 开发中的常用技巧。 

3.素质目标：通过实验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Web应用程

序基础 

（一）  动态网站技术 

1、交互性； 

2、自动更新； 

3、因时因人而变。 

（二）JSP技术原理 

1、建立动态网站需要的功能； 

2、与传统的 CGI方式相比 JSP

具有的优点； 

3、JSP的两种访问格式。 

（三）JSP与其他动态网页技

术比较 

1、三种常用的动态网页技术

ASP、PHP、JSP的共同点； 

2、JSP与其他的 Web 开发语言

相比较的不同点。 

（四）JSP开发和运行环境 

1、JSP开发环境安装； 

2、JSP运行环境的配置； 

3、Tomcat运行不成功的错误

分析； 

4、Tomcat的使用； 

5、Tomcat的配置。 

（五）实践教学内容：JSP开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了

解 JSP的含义，

理解 JSP与其他

动态网页技术的

区别，并掌握

JSP运行环境的

安装，熟练掌握

JSP环境配置方

法； 

    2．能力、技

能培养方面：了

解安装和配置

Tomcat， 初步掌

握 JSWDK，掌握

JavaScript 表

单校验，熟练掌

握 JSP环境配置

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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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搭建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JSP环境的搭建。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项目二 JSP基础 

（一）初学者应该注意的几个

问题 

1、Java中的大小写； 

2、JSP中变量的截取； 

3、JSP中本身已加载的基本类

不必引入； 

4、JSP 中不能应用 

JavaScript 函数，中文处理问

题。 

（二）JSP的五个编译器指引

与指令组件 

1、编译器指引<%@ 编译器指

引 %>； 

2、预定义<%! 预定义 %>； 

3、表达式<%=表达式 %>； 

4、程序代码<% 程序代码 %>； 

5、注释<%--注释--%>。 

（三）JSP的动作指令 

1、id和 scope属性； 

2、<jsp:forword>、

<jsp:include>、

<jsp:plugin>、

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要了解

JSP基本语法，

理标准语法，懂

得 JSP的指令类

语法，掌握动作

类语法，熟练掌

握注释、声明、

表达式和程序段

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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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setProperty>、

<jsp:setProperty>、

<jsp:useBean>、< 

jsp:getProperty>。 

（四）实践教学内容：JSP语

法实例——网站日历程序。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网站日历程序的编。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项目三 
JSP内置对

象 

（一）对象与内置对象、

request对象、response 对象 

1、对象与内置对象； 

2、request对象使用示例，

request对象获取服务器及客

户端的信息； 

3、response对象的方法、

response对象使用示例。 

（二）session对象、

application对象、out对象 

1、Session对象介绍、session

对象的方法、session 对象使

用示例； 

2、application对象的方法、

application对象的使用示

例； 

3、out对象的变量、Out对象

了解 JSP的内置

对象，掌握

request对象、

response对象、

session对象、

application 对

象，熟练掌握

JSP的几个内置

对象的用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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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Out对象的使用示例； 

3、实验：三种对象的使用案例。 

（三）其它对象、两个 Jsp内

置对象应用实例 

1、pageContext对象、page

对象、config对象。 

（四）实践教学内容：易货网

站中计数器编写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session对象、

application对象、out对象。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项目四 连接数据库 

（一）JDBC技术工作原理 

1、JDBC简介； 

2、JDBC相关类； 

3、JDBC技术工作原理。 

（二）树状管理菜单设计实例 

1、项目试验：树状管理菜单设

计实践一 

2、项目试验：树状管理菜单设

计实践二 

（三）通过 JDBC访问数据库 

1、通过 JDBC访问数据库； 

2、数据源、JDBC-ODBC桥； 

3、通过 JDBC-ODBC 桥来访问数

据库。 

了解 JDBC技术

工作原理，懂得

通过 JDBC访问

数据库，掌握通

过 JDBC访问数

据库，熟练掌握

通过 JDBC-ODBC

桥来访问数据

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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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内容：树状管

理菜单设计实践一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JDBC-ODBC桥来访问数据

库。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项目五 

JavaBean

和 JSP标准

动作 

（一）什么是 JavaBean 

1、JavaBean介绍； 

2、JavaBean的特性和优势； 

3、JavaBean相关技术介绍。 

（二）JavaBean技术概述 

1、使用和配置 JavaBean 程序； 

2、JavaBean的特征； 

3、JavaBean设计流程。 

（三）JavaBean的应用 

1、JSP与 JavaBean 相结合编

程； 

2、JavaBean使用规范； 

3、试验：猜数字范例。 

（四）实践教学内容：猜数字

范例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JavaBean程序。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了解 JavaBean，

懂得 JavaBean

技术，掌握

JavaBean的应

用，熟练掌握

JavaBean编程

技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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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项目六 
Servlet 技

术 

（一）Servlet技术概述，

Servlet与 JSP之间的关系，

Servlet应用范围及其缺陷 

1、Servlet技术概述； 

2、Servlet与 JSP； 

3、Servlet应用范围。 

（二）Servlet的生命周期，

Servlet的常用接口类，JSP

内置对象与 Servlet 中类的对

应关系 

1、Servlet的生命周期； 

2、Servlet的常用接口类； 

3、JSP内置对象与 Servlet中

类的对应关系。 

（三）实践教学内容：JSP开

发网站的两种模式，购物车范

例，分别用两种模式开发的易

货网中 Webmail的例子。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Servlet技术。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了解 Servlet 技

术，懂得

Servlet与 JSP

之间的关系，掌

握 Servlet 应

用，熟练掌握

Servlet与 JSP

结合编程。 

12 

项目七 综合实例 
（一）商品管理 

1、增加商品分类； 

了解商品管理板

块分类，懂得商
12 



 29 

2、删除商品分类； 

3、商品注册；  

4、商品的更改、查看； 

5、商品删除。 

（二）商品分类和查询 

1、商品分类； 

2、最新商品； 

3、特价商品； 

4、商品查询。 

（三）用户订单处理 

1、结账； 

2、查看订单的状态，取消订单； 

3、后台处理--列出未处理的订

单； 

4、后台处理--列出已处理的订

单； 

5、后台处理--列出系统所有订

单； 

6、后台处理--订单信息确认。 

（四）实践教学内容：开发论

坛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后台处理的内容。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JDK

的 PC。 

3.师资要求:有 JAVA 编程经验

的老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

房 

品管理板块分

类，掌握商品分

类和查询，熟练

掌握商品管理。 

学时合计：80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65%）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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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收发信

息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六、课程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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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

行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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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高级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Html5高级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 1906143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移动应用开发 先修课程 Java Web 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MyBatis数据持久化 学时建议 40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Html5高级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Html5高级程序设计》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 HTML5 本地存储、拖拽、地理信息、桌面通知、多线程和绘

图，掌握 HTML5多媒体使用，掌握 echarts绘制图表。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掌握 HTML5新 API的应用，掌握 HTML5 多媒体使用，

掌握 echarts 绘制图表。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HTML5本地存储、

拖拽、地理信息、桌面通知、多线程和绘图，掌握 HTML5多媒体使用，

掌握 echarts 绘制图表。 

3.素质目标：通过实验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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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HTML5 API 

（一） HTML5API 

1、HTML5API介绍； 

2、HTML5选择器； 

3、HTML5事件绑定； 

4、HTML5动画优化。 

（二）HTML5本地存储 

1、sessionStorage 对象和

localStorage对象介绍，

sessionStorage对象和

localStorage对象方法，

sessionStorage对象和

localStorage对象使用示例； 

2、IndexDB介绍，IndexDB 方法，

IndexDB使用示例。 

（三）HTML5地理信息和桌面通

知 

1、HTML5 地理信息介绍，HTML5

地理信息对象及对象方法，

HTML5地理信息使用示例； 

2、HTML5 桌面通知介绍，HTML5

桌面通知对象及对象方法，

HTML5桌面通知使用示例。 

（四）HTML5文件和拖拽 

1、HTML5 文件对象介绍，HTML5

文件对象方法，HTML5 文件对象

使用示例； 

2、HTML5拖拽介绍，HTML5拖拽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理

解 HTML5API,掌

握 HTML5本地存

储、拖拽、地理

信息、桌面通知

和多线程； 

    2．能力、技

能培养方面：掌

握 HTML5本地存

储、拖拽、地理

信息、桌面通知

和多线程应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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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HTML5拖拽使用示例 

（五）HTML5多线程 

1、HTML5多线程介绍，HTML5

多线程方法，HTML5 多线程使用

示例；  

 

（六）实践教学内容：创建包含

地理信息的 Web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HTML5本地存储、拖拽、地

理信息、桌面通知和多线程应

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Virtual 

Studio Code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前端工程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Intel双核 2.0G CPU+4G 内存等

此性能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二 
HTML5 多

媒体 

（一）HTML5音频 

1、audio元素介绍； 

2、audio元素语法； 

3、audio元素使用示例。 

（二）HTML5视频 

1、video元素介绍； 

2、video元素的用法； 

3、video元素使用示例；  

（三）实践教学内容：创建在线

多媒体播放器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audio元素及其属性和方

掌握 audio 元素

及其属性和方

法，掌握 video

元素及其属性和

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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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 video元素及其属性和

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Virtual 

Studio Code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前端工程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Intel双核 2.0G CPU+4G 内存等

此性能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三 
HTML5绘

图 

（一）HTML5绘制图形 

1、HTML5绘图介绍； 

2、绘图基本线条； 

3、绘图简单图形； 

4、组合图形和绘制阴影。 

（二）HTML5处理图像 

1、图像加载； 

2、图像像素处理； 

3、图像变换； 

4、图片美化程序。 

（五）实践教学内容：创建在线

白板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HTML5绘制图形方法使用，

HTML5图像处理用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Virtual 

Studio Code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前端工程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Intel双核 2.0G CPU+4G 内存等

此性能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掌握 canvas 元

素及其属性，掌

握 HTML5绘制图

形方法使用，掌

握 HTML5图像处

理用法。 

12 



 36 

项目四 
echarts

可视化库 

（一）echarts介绍 

1、echarts概述； 

2、echarts可视化库参数属性

设置。 

（二）echarts绘制图表 

1、echarts绘制线型图； 

2、echarts绘制直方图； 

3、echarts绘制饼图。  

（三）实践教学内容：商品信息

数据可视化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 echarts可视化库及其属

性和方法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Virtual 

Studio Code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前端工程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Intel双核 2.0G CPU+4G 内存等

此性能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四、考核知识、技能点  

 本节主要考核掌握 echarts

绘制线型图、直方图和饼图 

了解 echarts 可

视化库，掌握

echarts可视化

库参数属性设

置，掌握

echarts绘制线

型图、直方图和

饼图。 

12 

学时合计：40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60%）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24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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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收发信

息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六、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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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

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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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Batis 数据持久化》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MyBatis数据持久化 课程代码 1906144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移动应用开发 先修课程 Html5 高级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

计 
学时建议 44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MyBatis 数据持久化》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MyBatis 数据持久化》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 MyBatis 数据持久化。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自学能力；  

（2）培养学生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信息搜索能力；  

（4）培养学生独立的决策能力；  

（5）培养学生善于总结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6）培养学生程序设计思想和软件规划和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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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目标 

（1）理解 ORM 技术的作用和实现细节  

（2）掌握 MyBatis开发持久层应用的步骤 

（3）掌握使用 XML方式和注解方式实现 MyBatis 开发 

（4）掌握 MyBatis动态开发技术 

（5）掌握 MyBatis复杂结果集映射技术 

（6）掌握 MyBatis缓存技术的应用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的决策能力；  

（2）培养学生善于总结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3）培养学生程序设计思想和软件规划和设计能力；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MyBatis

概要 

1.MyBatis持久化原理和使用

特点 

2.搭建 MyBatis开发环境的方

法 

3.实体类和 Mapper.xml 编程的

基本方法 

4.测试 MyBatis程序的基本方

法 

1.了解 MyBatis

持久化原理和使

用特点 

2.掌握搭建

MyBatis开发环

境的方法 

3.掌握实体类和

Mapper.xml 编

程的基本方法 

4.掌握测试

MyBatis程序的

基本方法 

6 

项目二 MyBatis 1.MyBatis XML方式的基本步骤 1.掌握 MyBat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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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方式

的基本用

法 

2.Mapper.xml文件中 select、

insert、update和 delete 映射

的方法 

3.Mapper接口动态代理的实现

原理 

XML方式的基本

步骤 

2.掌握

Mapper.xml 文

件中 select、

insert、update

和 delete映射

的方法 

3.了解 Mapper

接口动态代理的

实现原理 

项目三 

MyBatis

注解方式

的基本用

法 

1.@Select注解的使用方法 

2.@Insert、@Update 和@Delete

注解的使用方法 

3.mapUnderscoreToCamelCase

配置方法 

4.不需要返回主键 、返回自增

主键 和非自增主键的使用方法 

1.掌握@Select

注解的使用方法 

2.掌握@Insert、

@Update和

@Delete注解的

使用方法 

3.了解

mapUnderscoreT

oCamelCase 配

置方法 

8 

项目四 
MyBatis

动态 SQL 

1.if用法、以及在 where条件

中使用 if、在 update 更新列中

使用 if 、在 insert 动态插入

列中使用 if用法 

2.choose、where、set、trim

用法 

3.使用 foreach实现 in集合、

批量插入、动态 update 的用法 

4.OGNL用法 

1.掌握 if用法、

以及在 where 条

件中使用 if、在

update更新列

中使用 if 、在

insert动态插

入列中使用 if

用法 

2.掌握 choose、

where、set、tri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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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3.掌握使用

foreach实现 in

集合、批量插入、

动态 update 的

用法 

4.掌握 OGNL 用

法 

项目五 
MyBatis

高级查询 

1.一对一、一对多映射方法 

2.存储过程映射方法 

3.MyBatis提供的枚举处理器 

4.自定义类型处理器 

1.掌握一对一、

一对多映射方法 

2.掌握存储过程

映射方法 

3.了解 MyBatis

提供的枚举处理

器 

4.了解自定义类

型处理器 

8 

项目六 
MyBatis

缓存配置 

1.一级缓存、二级缓存概念 

2.MyaBatis配置一级缓存、二

级缓存的方法 

3.MyBatis集成 EhCache缓存的

配置方法 

4.MyBatis集成 Redis缓存的配

置方法 

1.理解一级缓

存、二级缓存概

念 

2.掌握

MyaBatis配置

一级缓存、二级

缓存的方法 

3.掌握 MyBatis

集成 EhCache 缓

存的配置方法 

4.了解 MyBatis

集成 Redis 缓存

的配置方法 

8 

学时合计：80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54%） 理论学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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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学时 24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收发信

息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六、课程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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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

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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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

计 
课程代码 1906145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软件技术 先修课程 MyBatis 数据持久化 

后续课程 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 学时建议 80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

求制定。《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运用 Spring开发企业级应用程序。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具备编

程的能力和调试程序的能力。 

2.知识目标：Spring 是一个开源的轻量级 Java EE 企业级开发

应用框架，其目的是用于简化企业级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是由一

组相互协作的对象组成。而在传统应用程序开发中，一个完整的应用

是由一组相互协作的对象组成。所以，开发一个应用除了要开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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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之外，最多的是关注如何使这些对象协作来完成所需功能。

Spring 即为这种框架，它能帮助程序创建对象、并管理这些对象之

间的依赖关系，从而提高开发效率，而且符合现有程序的低耦合、高

内聚的特点。 

3.素质目标：通过实验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初识

Spring 

（一） Spring框架基础 

1、Spring简介 

2、Spring特点及体系结构 

3、理解 IoC 

4、使用 IDE环境创建 Spring

工程 

5、 简单的 Spring 依赖注入 

（二）理解 Bean的 ref属性 

1、ref属性的使用    

（三） 注入集合对象 

1、IoC的其他类型注入 

2、使用 IoC注入集合类型 

通过 IDE环境创

建 Spring工程，

学习并理解

Spring技术核

心以及 IoC 的使

用。 

12 

项目二 

Spring 面

向切面编

程 

（一）AOP基本概念和术语 

1.AOP概念 

2.AOP的术语解释 

3.增强类型介绍 

4.使用 AOP完成后置增强 

（二）正则表达式方式匹配切面 

1.使用正则表达式方式匹配切

通过 AOP的术语

理解 AOP的目的

和思想，以及通

过对 AOP的学习

进一步了解其与

OOP编码的差

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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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三）前置增强 

1.使用 AOP完成前置增强 

项目三 

Spring 

MVC框架

基础 

（一）手动搭建 Spring MVC 工

程 

1.Spring MVC介绍 

2.Spring MVC工作原理 

3.配置 Spring MVC 的工程架构 

（二）注解驱动的控制器 

1.@RequestMapping 注解和属

性 

2.使用@RequestParam 接收简

单参数 

3.使用@PathVariable 接收路

径中的参数 

（三）处理模型数据 

1.使用模型数据接收表单提交 

Spring MVC 的体

系结构、手动搭

建工程、注解驱

动的控制器和处

理模型数据的概

念以及使用技

巧。 

14 

项目四 

Spring 

MVC数据

校验与视

图 

（一）数据校验 

1.数据校验的概念 

2.使用数据校验完成用户注册 

（二）控制层传参 

1.ModelAndView对象 

2.使用 ModelAndView 页面转向

并传参 

3.使用 Servlet API入参并传参 

（三）视图标签 

1.form标签库 

2.标签和属性 

3.常见标签的使用 

Spring MVC 数据

校验的概念和使

用、Servlet API

入参和视图标签

的使用。 

14 

项目五 
Spring 

MVC与

（一）MyBatis Generator 自动

工具 

Spring对

Spring MVC 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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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Batis

框架集成 

1、Spring MVC和 MyBatis 整合

框架的特点 

2、MyBatis Generator 简介 

3、使用 MyBatis Generator 工

具自动生成源代码 

（二）Spring MVC、MyBatis框

架整合 

1、Spring 3.0在各层中使用的

注解 

2、SMM架构整合搭建和使用 

MyBatis框架的

整合，基于架构

完成编码实战。 

项目六 

SMM框架

的应用开

发 

（一）Mapper DAO 

1、Mapper DAO方法详解 

2、完成客户信息列表 

3、完成客户信息组合查询 

（二）权限管理程序 

1、程序设计和数据库设计 

2、搭建程序框架 

3、完成用户权限查询功能 

4、完成权限添加功能 

Mapper DAO 和表

的多对多操作，

基于 SMM架构完

成编码实战。 

14 

学时合计：80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5%）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56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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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收发信

息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六、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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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

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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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 课程代码 1906146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移动应用开发 先修课程 
Spring MVC 企业级程序

设计 

后续课程 HTML5 移动 UI设计开发 学时建议 60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如何 Vue.js前端框架构建基于 MVVM 设计模式 Web 应用程序。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具备编

程的能力和调试程序的能力。 

2.知识目标：本课程采取边讲边练的模式，即通过技能点与案例

相结合的方式来讲解如何 Vue.js 前端框架构建基于 MVVM 设计模式

Web 应用程序。主要讲解了 Vue.js 开发环境搭建；Vue.js 的双向绑

定技术；Vue.js 的模板指令；Vue.js的组件技术以及 Vue.js 的路由

使用，还介绍了 Webpack构建工具的使用和设置，并介绍 Element.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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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配置和使用，以及通过案例介绍了使用 Element.js 构建 spa

程序。 

3.素质目标：通过实验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菜单和列

表组件 

（一）  Menu控件 

1、Menu控件的介绍 

2、选项菜单 

3、上下文菜单 

4、弹出式菜单 

5、任务场景：在联系人列表上

弹出上下文菜单 

（二）GridView网格视图 

1、GridView控件的介绍 

2、GridView控件的使用    

3、任务场景：使用 GridView

控件实现图片浏览界面 

（三） ListView高级控件 

1、列表适配器 

2、SimpleAdapter 

3、BaseAdapter 

4、任务场景：使用 ListView

实现图片文件查看器 

（四） ViewPager视图滑动切

换工具 

1、ViewPager简介 

2、PagerAdapter的使用 

学习常用的菜单

和列表组件，包

括 Menu控件、

GridView网格

视图、ListView

高级控件、

ViewPager 视图

滑动切换工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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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务场景：使用 ViewPager

制作应用引导页面 

项目二 

对话框、日

期和时间

控件 

（一）提醒对话框 

1.普通对话框 

2.多按钮对话框 

3.列表对话框 

4.单选对话框 

5.多选对话框 

6.任务场景：实现退出应用弹出

提醒对话框 

（二）自定义对话框 

1.自定义对话框概述 

2.自定义对话框实现 

3.任务场景：使用自定义对话框

实现用户登录功能 

（三）DatePicker控件 

1.DatePicker控件的属性 

2.DatePicker控件的使用 

3.任务场景：使用 DatePicker

控件实现用户注册界面 

（四）TimePicker控件 

1.TimePicker控件简介 

2.TimePicker控件的使用 

3.任务场景：使用 TimePicker

设置列车运行时刻界面 

掌握 Android 常

用的对话框，包

括提醒对话框和

自定义对话框，

以及日期控件和

时间控件的使

用。 

4 

项目三 
多媒体控

件 

（一）MediaPlayer 播放音频文

件 

1.使用 MediaPlayer 播放音乐 

2.任务场景：使用 MediaPlayer

制作音乐播放器 

（二）SoundPool播放音效文件 

掌握 Android 中

多媒体控件的使

用，包括

MediaPlayer 播

放音频文件、

SoundPool 播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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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 SoundPool播放音效 

2.任务场景：使用 SoundPool

播放游戏音效 

（三）VideoView播放视频文件 

1.DDMS Dalivk虚拟机调试监控

服务 

2.任务场景：使用 VideoView

制作简易视频播放器 

（四）

MediaPlayer+SurfaceView 

1.使用 SurfaceView 播放视频 

2.任务场景：使用 SurfaceView

和 MediaPlayer制作视频播放

器 

 

音效文件、

VideoView 播放

视频文件、

MediaPlayer+Su

rfaceView。 

项目四 
Android

网络应用 

（一）使用 HTTP协议访问网络 

1.WebView的用法 

2.HTTP协议工作原理 

3.HttpURLConnection 

4.OkHttp 

5、任务场景：获取网络图片并

显示 

（二）解析 JSON格式数据 

1.使用 JSONObject 对象 

2.使用 GSON库 

3.任务场景：解析获取的网络数

据并显示成新闻列表 

（三）Handler与线程 

1.线程的基本用法 

2.主线程和子线程 

3.任务场景：动态显示当前时间 

本章主要是为了

掌握 Android 平

台的网络通信，

主要包括

WebView加载网

页，使用

HttpURLConnect

ion请求网络数

据并一步显示在

界面上，使用

OkHttp库请求

网络数据并异步

显示在界面上，

使用两种方式解

析 JSON格式数

据，并介绍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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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步任务 

1.解析异步消息处理机制 

2.异步任务 AsyncTask  

 

Handler与线程

的关系及用法。 

项目五 

页面碎片

和应用主

题样式 

（一）Fragment的发展与使用 

1、Fragment的发展 

2、Fragment的使用方式 

3、任务场景：使用动态添加

Fragment实现新闻界面 

（二）Fragment的传值 

1、使用在 Fragment 中模拟返回

栈 

2、Fragment与 Activity 之间

的通信 

3、任务场景：使用 Fragment

的传值查看联系人详情 

（三）Fragment的生命周期 

1、Fragment的状态和回调 

2、Fragment生命周期的用法 

3、动态加载布局的技巧 

4、任务场景：使用

ListFragment实现省市列表联

动 

（四）应用程序主题制作 

1、应用程序主题的设置 

3、任务场景：使用自定义应用

程序主题实现应用主题的切换 

 

了解 Fragment

的发展及优势，

掌握 Fragment

和 Activity 的

通信方法及应用

程序主题的制

作。 

4 

项目六 广播机制 

（一）动态注册广播 

1、广播的机制 

2、动态注册广播监听网络变化 

本章主要学习

Android平台四

大组件之一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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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务场景：使用动态注册广

播监听飞行模式状态 

（二）静态注册广播 

1、静态注册实现开机启动 

2、任务场景：发送自定义广播 

（三）静态注册广播 

1、发送标准广播  

2、发送有序广播 

3、任务场景：模拟 QQ 账号异地

登录强制下线 

（四）本地广播 

1、本地广播的用法 

2、任务场景：实现在应用的任

意界面一键退出 

 

播，主要包含标

准广播和有序广

播以及注册广播

的两种方式。同

时如何发送自定

义广播，包括发

送标准广播和发

送有序广播。并

且引入本地广播

的机制提高广播

的安全性。 

项目七 服务 

（一）服务的基本用法 

1、创建服务 

2、启动和停止服务 

3、任务场景：利用服务实现简

易音乐后台播放功能 

（二）服务的通信  

1、Activity与服务通信 

2、任务场景：使用 Activity

与服务的通信操作音乐 

（三）服务的生命周期 

1、Service的生命周期 

2、任务场景：使用服务生命周

期方法实现批量下载 

（四）IntentService 的用法 

1、IntentService的用法 

2、任务场景：使用

本章主要学习

Android平台四

大组件之一，服

务组件，了解如

何在 Android 

Studio中创建

一个服务组件，

以及如何启动服

务和停止服务。

同时掌握

Activity与服

务的通信方式、

服务的声明周

期、

IntentService

的用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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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Service模拟多张图片

上传 

 

服务八 数据存储 

（一）文件存储 

1、数据持久化技术简介 

2、将数据存储到文件中 

3、从文件中读取数据 

4、任务场景：使用文件存储实

现简易记事本功能 

（二）SharedPreferences 存储 

1、SharedPreferences 存储数

据 

2、SharedPreferences 读取数

据 

3、任务场景：使用

SharedPreferences 存储记住

密码 

（三）SQLite数据库的创建与

升级 

1、创建数据库 

2、升级数据库 

3、任务场景：使用 SQLite 实现

数据库与表的创建 

（四）SQLite数据库的增删查

改 

1、添加数据 

2、更新数据 

3、删除数据 

4、查询数据 

5、任务场景：使用 SQLite 数据

库显示学生列表 

掌握 Android 系

统中的数据存

储，主要包括文

件存储、

SharedPreferen

ces存储和

SQLite数据存

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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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九 
ContentPr

ovide 

（一）运行时权限 

1、ContentProvider 简介 

2、在程序运行时申请权限 

3、任务场景：使用运行时权限

在应用中打开照相机 

（二）访问其他程序中的数据 

1、ContentResolver 的基本用

法 

2、读取系统联系人 

（三）创建 ContentProvider 

1、创建 ContentProvider 的步

骤 

2、任务场景：创建

ContentProvider共享数据 

（四）应用间数据共享 

1、实现跨应用数据共享 

2、任务场景：操作其他应用的

共享数据 

 

本章主要学习

Android平台四

大组件之一

ContentProvide

，主要用于在不

同应用程序之间

实现数据共享功

能。同时加入运

行时权限确保数

据共享的安全

性。并且通过构

建内容 URL 对数

据执行增删改查

操作，同时开发

这还可以将应用

的数据共享给其

它应用。 

4 

服务十 
天气情况

查询 

（一）项目分析 

1、项目背景介绍； 

2、项目开发设计； 

3、项目开发计划； 

（二）开发邮件客户端设计与重

难点分析 

1、进入应用后显示带有加载进

度条的对话框； 

2、进度条加载完成之后再界面

上显示 5天的天气预报； 

（三）实践教学内容:  

通过解析异步消

息处理机制查询

湖北省武汉市 5

天内的天气情

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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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带有加

载进度条的对话框及解析异步

消息处理机制。 

2.实践条件要求：Android 

Studio及 Genymotion。 

3.师资要求： 

   1、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

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乐于奉献。 

   2、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多媒体机房； 

安装 Android Studio 及

Genymotion。 

5.其他注意事项：无 

服务十一 
学生列表

显示 

（一）项目分析 

1、项目背景介绍； 

2、项目开发设计； 

3、项目开发计划； 

（二）开发邮件客户端设计与重

难点分析 

1、SQLite数据库的访问； 

2、页面的布局； 

3、将数据通过 ListView 显示出

来； 

（三）实践教学内容: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

SQLite数据库的访问技术 

综合运用列表技

术、SQLite 数据

库访问技术读取

并显示学生列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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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条件要求：Android 

Studio及 Genymotion。 

3.师资要求： 

   1、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

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乐于奉献。 

   2、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多媒体机房； 

安装 Android Studio 及

Genymotion。 

5.其他注意事项：无 

服务十二 
读取共享

数据 

（一）项目分析 

1、项目背景介绍； 

2、项目开发设计； 

3、项目开发计划； 

（二）开发邮件客户端设计与重

难点分析 

1、进入应用时提示用户是否允

许应用获取通话记录权限； 

2、拒绝时弹出 Toast 提示，允

许时将获取的通话记录通过列

表显示出来； 

（三）实践教学内容: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

Content Resolver的基本用法 

2.实践条件要求：Android 

Studio及 Genymotion。 

掌握 Content 

Resolver的基

本用法读取系统

联系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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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要求： 

   1、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

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乐于奉献。 

   2、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多媒体机房； 

安装 Android Studio 及

Genymotion。 

5.其他注意事项：无 

学时合计：60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50%）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30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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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3.参考教材： 

（1）《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8年出版，版本：第一版； 

（2）《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项目实践》出版社：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版本：第一版； 

六、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

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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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移动 UI 设计开发》课程标准 

（2020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HTML5 移动 UI设计开发 课程代码 1906147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软件技术 先修课程 Android 高级组件开发 

后续课程 HTML5 移动 APP应用开发 学时建议 48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0/10/22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0 级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HTML5 移动 UI 设计开发》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

定。《HTML5 移动 UI 设计开发》课程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程。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一般 HTML5移动 UI基本步骤和流程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掌握 MUI 移动 APP前端框架，MUI框架基础组件，

掌握 MUI框架表单组件，MUI 框架高级组件，掌握 MUI框架列表加载

组件，窗口管理，掌握事件管理。 

2.知识目标：本课程按照由浅入深，前后照应的顺序来安排内容，

主要介绍了移动 UI概念，常用 HTML5移动 UI 框架，使用 MUI 框架开

发手机应用界面，使用 header，bottom，导航栏，分页，输入框组

件，以及窗口切换、本地存储、图片存储、图片剪裁、沉浸式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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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付、页面布局、下拉刷新、加载更多等。并结合电子商务应用

的实践，讲解构建一般 HTML5 移动 UI的基本步骤和流程。 

3.素质目标：通过实验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表 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参考 

课时 

项目一 

MUI移动

APP前端

框架 

（一） MUI框架介绍 

1、MUI框架概述 

2、MUI框架的特点 

3、MUI框架的特点 

（二）安装 MUI框架开发工具 

1、安装 HBuilderX 开发工具 

2、导入远程项目 

（三）创建项目及文件 

1、创建第一个 MUI 框架项目 

2、创建带有 MUI框架的 HTML

文件 

3、MUI框架页面基础布局 

（四）HBuilderX开发工具的使

用技巧 

1、HBuilderX开发工具的优势 

2、高效极客技巧 

（五）实践教学内容：使用开发

工具创建一个项目并运行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如何使用 MUI框架开发工

具，如何创建项目与文件。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MUI

框架介绍，安装

MUI框架开发工

具，创建项目及

文件，HBuilderX

开发工具的实验

技巧。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MUI 框

架介绍，安装

MUI框架开发工

具，创建项目及

文件，HBuilderX

开发工具的实验

技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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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二 
MUI框架

基础组件 

（一） 按钮组件 

1、不同背景颜色的按钮 

2、不同边框颜色的按钮 

3、块级按钮 

4、加载中按钮 

（二）数字角标与列表组件 

1、数字角标组件 

2、列表组件 

（三）弹出菜单和操作表组件 

1、弹出菜单组件 

2、操作表组件 

（四）卡片视图组件 

1、卡片视图组件的应用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 APP

更换头像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弹出菜单和操作表组件。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按钮组件，数

字角标及列表组

件，掌握弹出菜

单和操作表组

件，卡片视图组

件。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按

钮组件，数字角

标及列表组件，

掌握弹出菜单和

操作表组件，卡

片视图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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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三 
MUI框架

表单组件 

（一） 输入表单和数字输入框

组件 

1、输入表单组件 

2、数字输入框组件 

（二）单选框和复选框组件 

1、单选框组件 

2、复选框组件 

（三）开关组件 

1、开关组件的应用 

（四）进度条和滑块组件 

1、进度条组件 

2、滑块组件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个人

信息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输入表单组件，单选框组件

和复选框组件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输入表单和数

字输入框组件，

掌握单选框和复

选框组件，掌握

开关组件，进度

条和滑块组件。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输

入表单和数字输

入框组件，掌握

单选框和复选框

组件，掌握开关

组件，进度条和

滑块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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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四 
MUI框架

高级组件 

（一）遮罩蒙版组件 

1、遮罩蒙版组件的应用 

（二）弹出选择列表组件 

1、弹出选择列表组件的应用 

（三）侧滑菜单组件 

1、侧滑菜单的模式 

2、侧滑菜单的滑出方式 

（四）轮播组件 

1、结构和事件 

2、图片轮播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设置

商品分类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弹出选择列表组件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遮罩蒙版组

件，选择器组件，

掌握侧滑菜单组

件和轮播组件。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遮

罩蒙版组件，选

择器组件，掌握

侧滑菜单组件和

轮播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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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五 

MUI框架

列表加载

组件 

（一） 单 WebView 模式的下拉

刷新组件 

1、动画原理 

2、单 WebView模式的优劣势 

3、使用方法 

（二）双 WebView模式的下拉刷

新组件 

1、动画原理 

2、双 WebView模式的优劣势 

3、使用方法 

（三）上拉加载组件 

1、上拉加载组件的步骤 

2、上拉加载组件的创建 

（四）上拉加载组件的设置 

1、重置上拉加载组件 

2、禁用上拉加载组件 

3、启用上拉加载组件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消息

列表刷新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单 WebView模式的下拉刷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单 WebView 模

式的下拉刷新组

件，掌握双

WebView模式的

下拉刷新组件，

掌握上拉加载组

件和上拉加载组

件的设置。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单

WebView模式的

下拉刷新组件，

掌握双 WebView

模式的下拉刷新

组件，掌握上拉

加载组件和上拉

加载组件的设

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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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件。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六 窗口管理 

（一） 创建页面 

1、页面初始化 

2、页面导航栏 

（二）打开页面 

1、页面跳转到应用 

（三）关闭页面 

1、关闭页面的 3种方式 

（四）预加载页面 

1、预加载页面的应用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应用

商店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页面初始化和页面导航栏

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创建页面，打

开页面，关闭页

面以及预加载页

面。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创

建页面，打开页

面，关闭页面以

及预加载页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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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七 事件管理 

（一） 事件绑定和取消 

1、事件的绑定 

2、事件的取消 

（二）事件触发 

1、触发 DOM元素的事件 

（三）手势事件 

1、手势事件的配置与监听 

（四）自定义事件 

1、监听自定义事件 

2、触发自定义事件 

（五）实践教学内容：制作系统

设置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

掌握事件绑定和事件取消的使

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a)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有强

1．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方面：掌

握事件绑定与取

消，事件触发，

掌握手势事件和

自定义事件。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掌握事

件绑定与取消，

事件触发，掌握

手势事件和自定

义事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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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b)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

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年以

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4.

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Intel

双核 2.0G CPU+4G内存等此性能

以上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八 

制作社交

APP的侧

滑页面 

（一）项目分析 

1、项目背景介绍； 

2、项目开发设计； 

3、项目开发计划； 

（二）短信支付功能设计与重难

点分析 

1、使用 MUI框架实现带有滑动

菜单的社交 APP，社交 APP主页

面； 

2、页面顶部用于显示用户的头

像和当前选项卡的标题； 

3、页面中部显示消息列表，列

表项显示联系人的图像、联系人

的姓名和消息内容； 

4、页面底部显示 3 个选项卡：

“消息”、“联系人”和“动态”； 

4、点击页面顶部联系人的头像

或在屏幕上向右滑动，显示侧滑

菜单。社交 APP侧滑菜单。 

5、侧滑菜单中通过列表显示不

同的操作项。 

熟练掌握侧滑菜

单的模式和侧滑

菜单的滑出方

式，掌握列表组

件的使用，掌握

选项卡的使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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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内容:  

1.实践目的及要求：使用 MUI

框架实现带有滑动菜单的社交

APP，社交 APP主页面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1、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

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乐于奉献。 

   2、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多媒体机房； 

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九 
制作通话

记录页面 

（一）项目分析 

1、项目背景介绍； 

2、项目开发设计； 

3、项目开发计划； 

（二）短信支付功能设计与重难

点分析 

1、使用 MUI框架实现通话记录

页面； 

2、当列表超过一页时，双击页

面的导航栏，列表滚动至顶部； 

3、点击列表项时，根据列表项

中的电话号码，跳转至系统拨号

盘界面； 

熟练掌握手势事

件的设置与监

听，使用 init

方法中的

gestureConfig

参数，配置需要

监听的手势事

件，掌握列表组

件的使用，掌握

弹出菜单的使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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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按列表项时，在页面底部

弹出操作表，操作表中包含“拨

号”和“发短信”选项； 

（三）实践教学内容:  

1.实践目的及要求：使用 MUI

框架实现通话记录页面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 

   1、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具

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岗敬业，忠

于职守，乐于奉献。 

   2、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多媒体机房； 

安装 HBuilder的计算机。 

5.其他注意事项：无 

学时合计：48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54%） 
理论学时 22 

实践学时 26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1.教师应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

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2.教师要加强课堂管理，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3.任课教师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注意掌握学生的听课动态，对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要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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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团队建议 

1.要注意教师形象，重视课堂仪表；讲课要精神饱满。衣着要干

净整洁、朴素大方；在教室内不得抽烟和吃零食。严禁酒后上课。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课堂切忌语言粗俗，不得带有侮辱学生人格语

言，不得有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行为。 

2.教师在课堂上应关闭通讯工具，严禁接听、拨打电话、收发信

息等。 

（三）教学条件建议 

1.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

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方正电脑(40套)+空调机(1 台) +电子班牌(1 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 套 

包括实践教学条件要求、教学方法与策略、课程教学资源（包括

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六、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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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4 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

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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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

素养、批判思维和创新精

神； 

1.2 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正确的劳动观

念、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3 培养学生换位思考的

宽容精神，互利共赢的合

作精神； 

1.4培养学生爱岗敬业、诚

实守信的职业操守； 

1.5 培养学生作为现代公

民应具有的道德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2.1认识大学生活的特点，

了解职业教育的内涵、特

征、发展趋势，明确“基

础”课的性质和目的； 

2.2 了解和感悟新时代的

内涵，对自身作为时代新

人的角色形成清醒的认

识，确立新目标、开启新

征程； 

2.3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领悟人生

真谛，积极投身人生实践，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2.4确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结

合起来； 

2.5 领会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做

新时代忠诚的爱国者和改

革创新的生力军； 

2.6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

本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新时代背景

下青年大学生肩负的历

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为切

入点，以人生选择—理

想信念—精神状态—价

值目标—道德涵化—法

律素养为主体内容，通

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

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

育，促进大学生全面提

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

素养，成长为自觉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本课程包括四大模块：

一是思想教育模块，主

要包括人生观、理想信

念、中国精神等内容，

旨在引导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确立

科学的理想信念，承续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二是

道德教育模块，主要包

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等内容，旨在积极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帮助大学生理解

道德的本质和作用，继

承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和

中国革命道德，遵循社

会主义道德核心和原

1.教师： 

1.1 教学中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定不移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 

1.2 进一步加强课堂

教学秩序管理，确保

学生到课率，为高质

量开展教学提供保

障； 

1.3 教学设计中应关

注学生的认知能力和

能力结构； 

1.4 关注学生的情感，

与学生建立民主、融

洽的交流和学习环

境，努力营造合作学

习、愉快学习、趣味

学习的氛围。 

2.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年版。 

3.教法： 

3.1 根据学情分析和

教学内容特征，可依

托信息化教学平台，

主要采用理论教学专

题化与实践教学项目

化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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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2.7 理解道德的功能与作

用，掌握公民道德准则和

道德践行的基本途径，自

觉遵守各种公民道德准

则； 

2.8了解法律的本质，学习

法律知识的意义，理解社

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和

运行机制，掌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

容、宪法的基本特征和宪

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

基本义务，了解与大学生

联系密切的民法、刑法等

部门法的法律常识。 

3.能力目标 

3.1 能够在了解大学生活

和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深

刻认识大学生的历史使

命，初步培养学习生涯和

职业生涯的规划设计能

力； 

3.2 能够在明确个体对自

然、社会、他人和自身应

该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提

高学习、交往及自我心理

调节的能力，培养社会生

存和职业岗位的适应能

力； 

3.3 能够将道德的相关理

论内化为自觉的意识、自

身的习惯、自主的要求，

提升职业实践中德行规范

的意识和能力； 

3.4 能够运用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在

社会生活中自觉遵守法律

规范，分析和解决职业生

活、家庭生活等领域的现

实法律问题； 

3.5能够在熟悉职业素质、

职业理想及选择、职业法

规等内容和要求的基础

则，遵守道德规范，提

升个人品德；三是法治

教育模块，包括法律基

本常识、宪法及其相关

法、法律权利与法律义

务等内容，并针对学生

实际需求设置了 3 个法

治教育拓展专题，主要

帮助大学生了解法律特

别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特

征和运行，掌握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内

容，领会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基本原则，引导大学生

积极培养法治思维，合

理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

和义务；四是综合实践

模块，帮助大学生通过

实践项目加深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引导大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

践育人效果，培养学生

成长为综合能力突出的

时代青年。 

3.2 理论教学中，以理

论讲授法为主，可适

时采用案例教学法、

视频学习法、情境教

学法、体验式教学法

等多种教学方法，提

升学生运用知识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3.3 实践教学中，可抓

住“课堂—校园—社

会”三大实践阵地，

以学生积极参与和教

师过程指导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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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培养成功就业和自主

创业的能力。 

 

 

 

 

 

 

 

 

1.素质目标 

1.1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大

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

国内外形势，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和决心，坚信我

们党完全有能力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化危为机，战

胜困难，在应对挑战中创

造新的发展机遇，实现更

好发展，培养正确分辨能

力和判断能力。在了解高

职生活的特点，高职在我

1.课程内容特点和要点 

1.1 课程内容特点：由

于《形势与政策》课的

内容具有理论性与时效

性的特点，因此其内容

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传

统课程有固定的教学内

容体系，没有固定教材，

甚至没有固定教学大纲

和固定教学内容。 

1.2．课程内容要点：本

课程教学内容根据教育

1.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 

1.1 建立专职教师负

责，兼职教师配合和

参与，涵盖经济政治

社会各领域优秀人才

和管理者的全方位形

势与政策教师构成体

系成为必然的趋势。

新时代形势与政策教

师队伍建设需从以下

方面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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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基

础上，深刻认识高职大学

生的历史使命，初步培养

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的规

划设计能力。在明确个体

对自然、社会、他人和自

身应该承担责任的基础

上，提高学习、交往及自

我心理调节的能力，培养

合理生存和职业岗位的适

应能力。  

2.知识目标   

2.1 使学生全面正确认识

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正确认识国情，理解

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增加学生的爱国主义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学

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觉悟。 

3.能力目标   

3.1通过课程教学，逐步提

高学生走向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思想、文化、职业等

方面的综合素质，更好地

促进高职学生成长成才和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部社政司和和福建省教

育厅下发的每学期《高

校“形势与政策”教育

教学要点》，主要围绕

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和当下国际、国

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

题，并结合我校教学实

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

点、焦点问题来确定，

组织实施我校全校学生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

育教学工作。由形势与

政策课程组教师开设 5

个专题讲座，分段教学。 

2.教学内容与课时分配 

第一专题：党和国家重

要会议精神（3学时）； 

第二专题：党和国家重

要会议精神（3学时）；

第三专题：重大事件和

纪念活动（3学时）；

第四专题：国内形势与

政策（3学时）；第五

专题：国际形势与外交

方略（3学时）；考试

（1 学时）；合计：16

学时）。 

3.教学内容安排示例 

3.1 课程重点与难点 

课程重点：在教学中突

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

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观察形势，从

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大局。 

课程难点：按照马克思

主义形势观，正确把握

当下国际国内的热点、

难点，引导大学生正确

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

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

1.2 坚持专任教师的

选拔依据“优中选优”

的原则，从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哲学社

会科学专业课教师、

高校辅导员等教师队

伍遴选课程教学骨

干。 

1.3 在兼任形势与政

策教师的选择上，高

校将建立涵盖社会各

领域理论家、单位负

责人、党政干部、先

进模范人物组成的兼

职教师队伍，并探索

如何建立“形势与政

策”课特聘教授制度。 

1.4 教师要始终坚持

贴近学生、贴近职业、

贴近社会。紧密联系

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

成长的实际，遵循职

业学校学生身心发展

的特点和规律，体现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

教育理念，加强针对

性、实效性和时代感，

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

育紧密结合，防止空

洞说教。 

2.教学用具 

2.1 教材编写和选用 

使用教材：中国民主

法治出版社《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教育读

本》。教学参考书：

（1）《半月谈》；（2）

《瞭望》；（3）其它

时事性期刊杂志、报

纸等。学习网站：人

民网、新华网、中央

电视台、湖南省思想

政治教育网。 

2.2 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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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

悟。 

3.2 课程内容 

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

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

势、国内外及省市校的

形势与发展趋势、职业

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

就业形势与就业指导、

学校规章制度、学生关

心的热点问题等。课程

教学内容可因年级、层

次不同而有所侧重。 

 

多媒体资源、网络资

源；有关中央重要的

会议文件、中央领导

人讲话；《时事报告》

（大学生版），中宣

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

辑出版；《大学生形

势与政策教育》十八

讲，红旗出版社；《中

国青年报》；《人民

日报》；人民网；新

华网。 

3.教学方法 

3.1 课程主要采取专

题讲授法、讨论法、

社会调查等多种方法

相结合，在课堂上将

该相关文件、教学内

容、音像资料等整合

为课件，利用学校的

多媒体教学设施，更

好的辅助课堂教学，

增强学生学习的兴

趣，使学生更好的了

解当下热点问题。 

3.2 教学方法的运用

应考虑到学生的年龄

特征、知识层次和职

业教育的特点，有针

对性地开展形势与政

策的教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核心课程，是重要的公

共基础课。对促进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意义重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

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为主线，集中阐

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

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

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

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

程和基本经验；以马克

1.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教学相长 

1.1 教师要始终坚持

正确的价值导向。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坚持社会

主义教育方向，增强

教育的时代感，把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贯穿始终。 

1.2 教师要始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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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理 论 体系 概

论》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进程、历史变革、历史成

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的理

解；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帮

助。学生通过了解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与

内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基本内容，掌握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

最新理论成果，为思想道

德素质的提升和理论水平

的提高奠定基础。通过了

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基本理论依据，坚定学生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为重点，全面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系统阐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

地位，充分反映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

略部署。 

  因此，本课程首先要

讲述的内容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再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

成发展、主要内容、历

史地位、指导意义，其

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

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

果；其次要讲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主要内容，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包括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

务、“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全面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等内容。 

 

贴近学生、贴近职业、

贴近社会。紧密联系

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

成长的实际，遵循职

业学校学生身心发展

的特点和规律，体现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

教育理念，加强针对

性、实效性和时代感，

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

育紧密结合，强化理

论联系实际的理念，

与时俱进，坚持“四

个自信”、两个维护，

讲究实际效果，防止

空洞说教。 

2.教学用具 

2.1 教学用具。教师应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充分利用教材及教学

参考书所提供的资料

开展教学活动，大力

提倡使用计算机多媒

体技术、网络技术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辅

助教学，适当运用挂

图、投影、录音、录

像等教具开展教学。 

2.2 课程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教师应根据

教学目标需要，开发、

选择一切可以利用的

课程资源，为实现教

育目标服务；尽量组

合不同类型资源，将

文本资源、音像资源、

实物资源等结合起

来，使学生深入理解

课程内容；鼓励和指

导学生参与课程资源

的开发，使学生的参

与过程和生活体验成

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结合当地和



 83 

学校实际情况，重视

对本土资源尤其是农

村乡土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发挥本土资源

的优势和独特价值；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要服务与教学内

容，充分发挥课程资

源的效能，避免盲目

性和形式主义。 

3.教学方法 

3.1 在《概论》课教学

中，应发挥优势，扬

长避短，积极推进教

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和创新，可有选择性

地运用“五结合”教

学法：一是学生读书

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巩固和强化教师课堂

讲授的内容，使学生

不断扩大掌握基本理

论的深度和广度；二

是校内教育与德育基

地教育相结合，充分

利用湖南的德育资源

优势，激发学生学习

《概论》课的积极性；

三是书本知识学习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把

实践教学与社会调

查、志愿服务、公益

活动、专业课实习结



 84 

合起来，引导学生走

出校门，到基层去，

到工农群众中去，培

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观察、思考、分

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四是传统教学手段与

现代教学手段相结

合，运用形象生动的

音像材料，弥补传统

理论讲授的不足，增

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五是《概

论》课程基本知识的

学习与文化素质教育

相结合，不断拓宽德

育工作的视野，在增

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开

阔学生视野中提高教

学的实效性，培养素

质全面的新型人才 

大学语文 

1.具备基本的文学常识，

了解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及

重要作家作品。 

2.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

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 

3.能够正确描述、评价文

学现象，自由抒发对自然、

社会、人生的感受。 

1.中国传统文化 

2.文学作品鉴赏 

3.应用文写作 

4.语言表达与交流 

教师教学应以学生的

职业能力为导向，采

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要求学生在

完成课程必读篇目的

基础上，用口语表达、

文字实践及表演的形

式完成相应的相应的

能力训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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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1.本课程是三年高职大学

一年级的一门基础课，是

各专业教学的必修公共课

程。 

2.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一

年的英语学习，掌握 3000

左右的英语词汇，具有一

定的听、说、读、写、译

的能力，特别是英语阅读

和应用文写作能力，从而

能阅读、书写和翻译有关

英语业务资料，在职业英

语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

活动中进行简单的书面交

流，达到或接近 A 级英语

的要求，并为今后进一步

提高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

基础。 

1.听说模块 

2.阅读模块 

3.翻译模块 

4.写作模块 

 

1.能听懂日常交际中

的英语简短对话和陈

述（语速每分钟 90词

左右）。 

2.能在日常涉外活动

中进行简单的英语交

流。 

3.能用英语填写表

格、套写便函、简历、

写书信和通知等 

高等数学 

 

理解高等数学的基本概

念，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

运算方法、性质和定理，

能利用数学知识建立数学

模型。培养学生抽象思维

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运

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

我学习能力等。提高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帮助学

生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形成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和科学态度。 

本课程主要包括一元函

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

分学、常微分方程、多

元函数微积分和无穷级

数五个部分。 

本课程在教学中应突

出数学概念，注重本

质来源、思想方法的

渗透；应注重与理工

科专业的紧密结合

性，注重数学知识的

专业化及应用问题的

数学化；注重以实际

案例为背景进行课程

导入，形成数学知识

来源于实际问题、又

反过来指导解决实际

问题的观点；结合教

学内容，注重学生学

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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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掌握创业基础知识和理

论，熟悉创业基本流程和

方法，了解创业法律法规

和政策，激发创新创业意

识，制定创业项目，撰写

商业计划书，展示路演，

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创业能力。 

 

本课程内容分为十个模

块：1.开启创新之旅；

2.运用创新技法；3.提

升创新素养；4.捕捉商

业机会；5.组建创业团

队；6.应对创业风险；

7.整合创业资源；8.设

计商业模式；9.规定创

业计划；10.初创企业管

理。 

有效融合素质教育与

专业知识，提升学生

创新素养，强化学生

创新能力。采用“线

上+线下”的混合式教

学方法，激发其学习

主动性和参与性。关

注学生实际需求及问

题，组织指导学生参

与省市及学校的创业

大赛，增强创新创业

能力。通过校企合作

育人平台，帮助学生

孵化创业项目。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基本

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调

适方法，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自信心和耐挫性，培养

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培养

学生良好心理素养，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

基础。 

心理健康的内涵和发

展；积极适应大学生活，

科学规划大学生涯；大

学生自我意识与人格管

理；大学生学习心理、

人际交往及恋爱心理、

情绪管理、挫折应对与

压力管理、生命教育与

心理危机干预和网络心

理。 

1.面向全体学生； 

2.精选符合高职生认

知特点的教学内容； 

3.倡导体验分享； 

4.开发课程资源； 

注重教学过程。 

普通话（非教师

教育专业）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普通话语音基础知

识、普通话水平测试要求

及应试技巧，培养学生运

用准确、流利的普通话进

行口语表达及与人交际的

能力。 

本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普通

话及普通话水平测试）；

第二部分：普通话语音

基础知识及发音训练

（声母、韵母、声调、

语流音变）第三部分：

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及

专项训练(读单音节字

词、读多音节词语、朗

读短文、命题说话) 

 

教师教学应以学生的

职业能力为导向，以

测促训，精讲多练，

可采用线上与线下教

学相结合、课内与课

外训练相结合、平时

与期末检测相结合的

方法，使学生顺利通

过未来职业要求的普

通话等级，切实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及与人

交际的能力。 

体育与健康 

 

    培养学生体育兴趣，

掌握科学的体育锻炼方

法，至少熟练掌握二项体

育运动的基本技战术；全

面发展体能素质；养成自

觉参与锻炼的行为习惯，

提高终身体育锻炼能力；

1.体育理论知识：基本

掌握锻炼方法、运动安

全及了解体育运动的重

要性 

2.艺术体育: 基本掌握

大众健美操（一级）技

术动作、体育舞蹈的技

术动作 

提倡师生之间、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多边互

助活动，提高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发挥学

生的主体创造性。加

强教法与对学法的研

究，切实加强对学习

方法和练习方法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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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良

好的人格特征、积极的竞

争意识以及团队合作态

度。 

 

3.竞技体育：基本掌握

一种大球、一种小球类

运动项目的技术动作 

4.民族传统体育：基本

掌握太极拳及武术五步

拳的技术动作 

5.体操的组织教法及创

编 

6.体育游戏的组织及创

编 

7.队列队形的口令指挥

技能 

导，提高学生自学、

自练的能力。 

军事理论 

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重要

组成部分本课程旨在通过

国防常识、国防地理、国

防科技等各方面教学使学

生掌握部分浅易的国防常

识、国防科技等知识，从

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热

爱祖国，立志献身国防。 

 

1.了解国防、战争和平

的含义，学习国防地理，

国防与个人与国家的关

系，进行基本的国防理

论教育； 

2.学习〈〈兵役发》》

等基本的国防法规，使

学生了解公民应履行的

国防义务。 

3.了解近代帝国主义列

强发动的多次侵华战争

和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

略的斗争史。 

1.着眼学生特点，既

注意教育的阶段性，

又注意教育的连续

性。 

2.坚持国防教育与课

外教育相结合。 

3.坚持教育内容的知

识性、思想性和趣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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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掌握 Windows10系统基

本操作 

2.2 掌握 Office 三大办公

软 件 基 本 操 作 (Word 、

Excel、PPT) 

2.3掌握计算机发展史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计算机基本操作

能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计算机应用基础》主

要介绍了 IT 行业的发

展状况、计算机的组成

结构、注明的 IT企业及

人物、Windows10 系统

操作、office三大办公

软件的使用。本门课程

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摒弃了学习计

算机所需要掌握诸多复

杂参数的传统模式，转

而讲解与人们生活紧密

相关的计算机知识。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项

目实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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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UI 设

计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PS 软件的基本操

作 

2.2掌握图层、蒙版的使用 

2.3掌握色彩搭配的应用 

2.4 掌握基本页面设计技

巧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色彩搭配以

及页面设计的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Photoshop UI 设计》

是软件设计方向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程，是开启

学生进入设计殿堂的第

一步。课程目的是：通

过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授

和大量的上机实践训

练 ， 使 学 生 掌 握

Photoshop 的基本制作

流程和方法、掌握图层、

通道、路径、蒙版、滤

镜的使用方法、掌握图

形合成的制作与方法等

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能够了解作为

UI 设计师所具备的技

能和基础知识，具有合

成图形制作的能力，具

有图形处理软件的综合

运用能力。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和图形软件

的操作能力，使学生掌

握 Photoshop 的操作流

程和方法。能以个人或

团队形式熟练完成图形

的制作及处理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 Photoshop UI 设

计》、《Photoshop UI

设计项目实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

质大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HTML5 网页设计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网页基础、HTML

标记、CSS 样式、网页布局 

2.2 了解 HTML、 CSS 及

JavaScript 语言的发展历

《HTML5 网页设计》是

面向计算机相关专业的

一门专业主干课，课程

目的是：通过必要的理

论知识讲授和大量的上

机实践训练，使学生掌

握网页基础、HTML 标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90 

史及未来方向 

2.3熟悉网页制作流程、掌

握常见的网页布局效果、

学会制作各种企业、门户、

电商类网站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网页设计的

基本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记、CSS 样式、网页布

局、JavaScript编程基

础与事件处理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够了解 HTML、CSS

及 JavaScript 语言的

发展历史及未来方向，

熟悉网页制作流程、掌

握常见的网页布局效

果、学会制作各种企业、

门户、电商类网站。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 培养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

计算机的操作能力，使

学生掌握网页设计与制

作的设计流程。能以个

人或团队形式熟练完成

静态网页设计与制作

（前台）的设计内容。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HTML5网页设计》、

《HTML5 网页设计项

目实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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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基

础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JAVA 语言开发环

境和开发步骤 

2.2掌握变量、表达式、运

算符 

2.3掌握程序运行流程，重

点掌握分支结构和循环结

构 

2.4掌握数组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编

程的思维和提高逻辑思维

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核

心课程之一，也是基础

课程之一。JAVA 语言是

当前十分流行的一门经

典网络编程语言。本课

程主要介绍了 JAVA 语

言的功能和特点，主要

内容包括：JAVA 语言基

础知识，JAVA 语法构

成，程序结构，数组等。

目的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编程思维，后后续的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 JAVA 程序设计基

础》、《JAVA 程序设

计基础项目实践》，

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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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数据操作

与查询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能安装 MySql并正确配

置；  

2.2掌握 DDL对数据库表结

构进行定义和维护 

2.3掌握主键和外键约束，

以及常见的自定义约束 

2.4 掌握使用 SELECT 子句

获得相关信息 

2.5掌握 DML对表记录进行

新增、修改和维护 

2.6 掌握 order by,group 

by子句的用法 

2.7掌握聚合函数 

2.8 掌握内连接和外连接

查询的用法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数据库数据

存储意识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MySql 数据操作与查

询》是计算机软件专业

的基础课程之一。本书

重点是让学生掌握数据

库的基本操作，会使用

数据操作语言进行增删

改查操作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MySql 数据操作与

查询》、《MySql数据

操作与查询项目实

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Java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Java 语言开发环

境和开发步骤 

2.2掌握变量、表达式、运

算符 

2.3掌握程序运行流程，重

点掌握分支结构和循环结

《Java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介绍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主

要特点、JAVA语言的常

用类库、网络编程中有

关的网络通讯及 JDBC

网络数据库应用等内

容。通过丰富的典型实

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

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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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2.4掌握数组 

2.5熟练掌握对象和类 

2.6掌握继承与多态   

2.7 熟练掌握数组和字符

串   

2.8掌握 Java的异常处理   

2.9掌握 Java的输入/输出   

2.10了解 GUI程序设计   

2.11熟练掌握 Java的集合   

2.12掌握 JDBC技术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数据库数据

存储意识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的基本方法。通过大量

的实际操作，使学生具

备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操作及调试的综合能

力。 

2.教材： 

《Java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 Java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项目实

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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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高级查询

与 T-SQL编程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数据库设计的基

本方法 

2.2 掌 握 使 用

PowerDesigner 进行数据

库概念模型和物理模型建

模 

2.3掌握子查询应用技术 

2.4掌握 T-SQL编程 

2.5掌握视图、索引、触发

器和数据库事务 

2.6 基本掌握数据库安全

管理技术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数据库数据

存储意识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 MySql 高级查询与

T-SQL 编程》主要介绍

了数据库设计的方法和

技术，E-R 图设计，使

用 PowerDesigner 创建

数据库逻辑模型和物理

模型，MySql 子查询技

术，T-SQL 编程和存储

过程应用，几种常见的

数据库对象──视图、

索引、触发器和事务，

MySql 数据库安全模

型、用户管理、角色管

理和权限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的基

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完

成企业数据库应用与管

理的工作过程，具有数

据库管理、数据库应用

开发技术的专业实践能

力，能在企业从事数据

库管理、数据库设计和

数据库应用开发工作。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MySql 高级查询与

T-SQL编程》、《MySql

高级查询与 T-SQL 编

程》，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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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高级特性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掌握基于网络平台的

Java 应用程序开发。本课

程主要学习和掌握应用

JAVA 语言开发项目的相关

知识与能力，包含图形用

户界面设计与事件处理、

多线程处理原理、JAVA 输

入输出处理、JAVA 网络编

程。。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掌握基于网络平台的

Java 应用程序开发。本

课程主要学习和掌握应

用 JAVA 语言开发项目

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包

含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与

事件处理、多线程处理

原理、JAVA输入输出处

理、JAVA网络编程。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JAVA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JAVA 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项目实

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HTML5 响应式网

页设计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掌握响应式布局、Flex

布局、Column 布局、CSS3

的变换和动画，以及结合

实例掌握网站设计和实现

的常用技巧。 

3.能力目标 

2.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1.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

计》是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常用布局块

结构、响应式布局、Flex

布局、Column 布局、

CSS3 的变换和动画，以

及结合实例掌握网站设

计和实现的常用技巧。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 HTML5 响应式网页

设计》、《  HTML5响

应式网页设计项目实

践》，2018 年 7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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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2.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JavaScript 交互

式网页设计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JavaScript 的基本语

法、函数、事件、浏览器

对象模型、文档对象模型、

对象及 jQuery等内容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JavaScript 交互式

网页设计》是计算机应

用技术方向的一门专业

课程。课程目的是：通

过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授

和大量的上机实践训

练 ， 使 学 生 掌 握

JavaScript 的基本语

法、函数、事件、浏览

器对象模型、文档对象

模型、对象及 jQuery

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能够了解作

为前端工程师所具备的

技能和基础知识，具有

动态页面设计实现的能

力，具有交互式网页设

计的综合运用能力。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 培养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

思维逻辑创造力，使学

生掌握交互式网页设计

的操作流程和方法。能

以个人或团队形式熟练

完成动态页面的设计与

制作。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JavaScript 交互式

网 页 设 计 》 、

《JavaScript 交互式

网页设计项目实践》，

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HTML5 移动 UI设

计开发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本课程按照由浅入深，

前后照应的顺序来安排

内容，主要介绍了移动

UI 概念，常用 HTML5移

动 UI 框架，使用 MUI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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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Html5 移动 UI 框架的

使用 

2.2 UI 框架如何开发手机

应用界面 

2.3本地存储、支付功能、

下来刷新等功能的应用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框架开发手机应用界

面 ， 使 用 header ，

bottom，导航栏，分页，

输入框组件，以及窗口

切换、本地存储、图片

存储、图片剪裁、沉浸

式状态栏、微信支付、

页面布局、下拉刷新、

加载更多等。并结合电

子商务应用的实践，讲

解构建一般 HTML5 移动

UI 的基本步骤和流程。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 HTML5移动 UI设计

开发》、《 HTML5 移

动 UI设计开发项目实

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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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移动 APP

应用开发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Html5+接口的使用 

2.2 系统原生界面管理和

应用 

2.3 数据存储、IO 流的应

用 

2.4视频、音频的应用 

2.5GPS 定位的应用 

2.6 应用发布及部署的应

用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本课程以基于 HTML5 的

电子商务移动应用为

例，讲解 HTML5+接口使

用包含获取设备信息、 

拨打电话、保持屏幕唤

醒、设备震动、 网络及

网络状态获取、事件相

关（窗口事件及原生

dom 事件）、nativeUI

系统原生界面管理、

storage 本地数据存

储、IO 模块 （本地文

件 系 统 ） 基 础 篇 、

DirectoryEntry（文件

夹 及 文 件 操 作 ） 、

downloader 文件下载、

audio 音频播放及网络

音 频 文 件 播 放 使 用

gallery 管理系统相

册、 使用 uploader 模

块进行文件上传并且通

过 HTML5+接口调用用

手机摄像头、GPS 等接

口实现二维码、语音输

入、摇一摇，并 HTML5+

访问手机的文件系统、

微信分享、手机支付和

广告嵌入等功能，还讲

解了手机应用调试、打

包、部署和更新功能。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 HTML5 移动 APP 应

用开发》、《 HTML5

移动 APP 应用开发项

目实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99 

 

 

 
 

 

 

 

 

 

  

Python 数据分析

与可视化 

1.素质目标： 

1.1 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

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

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2.1 Python 基本也发、

Python 中的列表和集合、

Python 中函数、面向对象、

数据库、 Python Web 、

Python 爬虫、pandas数据

分析、 matplotlib数据可

视化。 

3.能力目标 

3.1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2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思

维能力 

3.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   

3.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

的沟通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基于 Python

应用程序开发。本课程

主要学习和掌握应用

Python 语言开发项目

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包

含 Python基本也发、

Python 中的列表和集

合、Python中函数、面

向对象、数据库、Python 

Web、Python爬虫、

pandas 数据分析、 

matplotlib 数据可视

化。 

 

1.教师： 

1.1 具有较强的敬业

精神，具有强烈的职

业光荣感、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爱

岗敬业，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1.2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或具有 3 年

以上相关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 

2.教材： 

《Python 数据分析与

可视化》、《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项

目实践》，2018 年 7

月第 1 版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 

3.教法： 

3.1OMO 向上线下相结

合、分层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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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 

为了掌握移动应用开发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符合企业需求，毕

业生的综合能力是否适应社会发展。从 2019 年 11 月起，移动应用

开发专业由教研室主任李维龙牵头，有多名专职教师共同参与，采

用拜访企业，走访用人单位，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等手段对企业需

求、岗位设置、行业发展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对毕业生进行回访

从而掌握毕业生从业所在地、从业岗位、从业薪资；对有多年工作

经验的移动开发者进行访谈以便掌握当今企业开发所使用的平台技

术。通过对企业、毕业生、企业开发者的调研分析来更好的为教学

服务，及时调整教学方向，实现学生与企业无缝对接。 

二、调研时间 

（一）集中调研 

2019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二）长期调研 

利用校外实训基地、企业工作站、毕业生反馈、外出进修学习

等机会进行调研。 

三、调研对象 

（一）顶岗实习企业； 

（二）用人单位； 

（三）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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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研方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调研方法。包括：到企业实地

考察、访问；毕业生访问；对多年工作经验的移动开发者访谈；问

卷调查；信函调查；网络资讯调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权威数据

等等。 

 （一）企业调研。主要调研移动开发产业状况及发展趋势；企

业数量、规模、性质及平台和技术等。同时调研企业内部计算机技

术岗位设置、岗位职责；企业信息技术及智能技术岗位工作任务及

企业对信息与智能工程系毕业生职业能力和素质的评价。 

此次调研涉及的用人单位主要有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逸行

网、北京英捷特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等省内外相关单位。同时还对国内主要的人力资源网站 51job和中

华英才网等进行了数据分析。 

（二）毕业生调研。主要调研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毕业生一次就

业率、协议就业率和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一次就业区域和毕业半年

后就业区域；毕业生收入、升迁率、毕业半年后离职率、专业对口

率；毕业生工作单位性质及规模、职位等。 

同时征询毕业生对移动应用开发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效果、教

学条件和改进点方面的意见。 

（三）移动开发者调研。通过对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企业工作者

主要调研当前行业偏重的开发平台，帮助在校生选择开发平台以及

如何定位自己的开发方向。同时调研目前企业所需要的的技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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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校生能够有针对性的学习避免进入一些误区。 

五、调研相关资料 

（一）调研企业相关数据 

序号 企业名称 调研时间 调研人员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主营业务 

1 北京南天

软件有限

公司 

2019.10.1

2 

李维龙、龚

祖兴  

和兰 010-

5151

5590 

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

信息路 10

号（南天科

技园）三层 

Java系统 

2 北京英捷

特数字出

版技术有

限公司 

2019.10.1

4 

李维龙、龚

祖兴 

胡正峰 1861

1145

166 

北京市朝

阳区利泽

中二路 2

号望京科

技创业园 E

座 513A 

数据库系

统、Java

系统、安卓

系统开发 

3 深圳比亚

迪股份有

限公司 

2019.11.2

4 

李佳楠、陈

依依 

程萍 1363

2997

340 

深圳市龙

岗区宝龙

工业城宝

坪路 1 号 

汽车智能

系统，

android系

统开发 

4 

北京理正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2019.12.6 陆建林、杨

拓 

路欣 010-

6800

2688

-612 

北京市西

城区车公

庄大街甲

四号物华

大厦 A1108 

企业管理

信息系统、

政府信息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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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报告 

1.行业企业调研情况 

（1）专业人才需求状况及趋势分析 

（2）全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现状与发展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移动应用消费的第一大市场。不论是个人消

费类应用还是移动企业级应用都已经成为了消费者们热衷的移动互

联网产品。得益于消费者的喜爱和市场环境的逐步净化充分显示了中

国开发者的市场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前景无限好。 

根据人民网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移动互联

网蓝皮书：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移动互联

网用户继续保持增长，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29 亿，

全年新增网民 5653万，互联网普及率为 59.6%，较 2017年底提升 3.8

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 8.1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8.6%。同时，我国目前仍保持全国最大 4G网络地位，移动通信将步

入“四世同堂”阶段，2G、3G 业务逐步演进到 4G/5G，并以 4G+5G网

络为基础架构。2019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将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

大背景下，更生动地展现智能时代、5G 时代的活力，凸显价值理念

的引领，有 6 大发展趋势： 

a、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移动互联网活力 

b、工业互联网建设将加速市场结构变化 

c、5G 商用落地将创造更多新机遇 

d、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结合推动爆发式增长 

e、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普惠更广泛民众 

f、价值理念的引领作用将在移动网络空间凸显 

2.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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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增长，使得人才匮乏的现状捉襟见肘。不管

是苹果手机、Android、还是 Java、flash，乃至手机芯片，目前在

国内都供不应求。就业人员的缺口同样大.据统计，按照移动互联网

产业链各环节分解增加带动的就业人口估算，三年内将带动增加 42.6

万移动终端人才直接就业，其中技术研发人员对整个产业推动显得尤

其重要，未来将成为移动互联网行业人才需求的重点。这也为湖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类专业群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我系

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要顺应时代发

展的需要，与社会企业同步协调发展，办出专业特色。 

3.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及变化趋势 

（1）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岗位调研数据分析 

本次调研共涉及信息技术企业就业岗位类型 60 个，包括技术支

持、销售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岗位，也包括平面制作、测试等中级岗位，

还包括 java软件开发，Android 软件开发，ios 软件开发等高级岗位。

这些岗位都适合高职高专及本科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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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企业的岗位分析 

1.软件企业非开发类岗位 

本次调研的主要是软件开发企业的相关职位，主要有软件售前工

程师、软件工程师、软件架构师、项目经理、软件测试工程师、美工、

软件实施工程师。其主要知识及能力要求如下： 

即我们常说的计算机系统维护岗位，主要是在在企业、机关、学

校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操作、管理、维护等工作。其主要知识及能力要

求如下： 

（1）软件售前工程师: 

职位描述 

a.负责制定系统集成项目的技术方案编写、标书的准备、讲解及

用户答疑等工作。  

b.配合相关业务部门做好用户沟通、资料共享、技术协调等工作。  

c.完成项目的需求整理、立项建议、方案设计；  

d.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与客户进行充分有效交

流。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岗位 岗位个数 所占比例 

1.IT产品销售及技术支持服务 18 30% 

2.软件测试 5 8% 

3.美工 5 8% 

4.java软件开发 18 30% 

5.Android软件开发 12 20% 

6. ios软件开发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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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a.计算机相关专业，三年以上 IT 领域技术工作经验 

b.熟悉项目管理流程，熟悉软件开发过程,有软件产品的功能分

析能力；。 

c.较多的方案设计、标书应答、用户交流经验。 

d.良好的写作和口才，工作条理性强。  

薪资状况： 

1000-50000元/月  

（2）美工 

职位描述 

a.负责网站页面功能设计、开发和优化; 

b.Web 前台用户体验的设计和实现; 

c.Web 前沿技术研究和新技术调研； 

d.负责网站内容管理，网站整体框架的设计与优化。 

e.制作标准优化的代码，并增加交互动态功能; 

任职要求： 

a.精通 HTML/XHTML、CSS，对 Web标准和标签语义化有较深入理

解；  

b.熟练使用 Adobe系列如 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 等设

计制作网页设计软件；  

c.熟悉网站制作、设计流程，能跟踪最新的网页设计、制作技术；  

d.熟悉脚本语言 Javascript；  

e.了解常用浏览器，有效解决浏览器兼容问题；  

f.理解界面设计，对视觉细节有高度的敏锐；  

g.工作细致认真积极负责、有耐心、能独立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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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状况： 

2000-6000 元/月 

（3）软件实施工程师 

职位描述： 

a.进行软、硬件系统的现场安装、调试及网络布线连接 。 

b.收集客户的业务流程信息，帮助整理和汇总客户流程、调研文

档等； 

c.配合其他技术人员完成项目的技术支持； 

d.熟悉软件开发过程，能够编制需求/设计/开发/指导手册等基

础文档； 

任职要求： 

a.安装部署、配置调试、客户培训、系统维护、项目验收等实施

工作 。 

b.解决系统使用中客户碰到的问题，维护客户关系，提高客户满

意度 。 

c.收集与分析客户需求，对需求变更进行控制，与设计开发人员

协同工作等。 

d.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能够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 

e.具有在较强的抗压能力，能够在客户现场独立工作。 

薪资状况： 

2000-5000 元/月 

2.软件开发及管理类岗位。 

即我们常说的程序员岗位。主要是在企业、信息化建设部门从事

信息系统开发、软件测试工作。其主要知识及能力要求如下： 

（1）软件测试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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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描述： 

a.理解产品的功能要求，并对其进行测试，检查软件有没有错误。 

b.使用各种测试技术和方法来测试和发现软件中存在的软件缺

陷。  

c.测试工作需要贯穿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完整的软件测试工

作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确认测试和系统测试工作。 

d.测试人员将发现的缺陷编写成正式的缺陷报告，提交给开发人

员进行缺陷的确认和修复。 

e.测试人员需要分析软件质量。在测试完成后，测试人员需要根

据测试结果来分析软件质量，包括缺陷率、缺陷分布、缺陷修复趋势

等。  

f.测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与实施测试工作，测试负责人需

要制定测试计划，包括有测试资源、测试进度、测试策略、测试方法、

测试工具、测试风险等。 

g.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提高测试水平，测试人员需要学会使用自

动化测试工具，编写测试脚本，进行性能测试等。  

h.测试负责人在测试工作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测试

过程，提高测试水平，进行测试队伍的建设等。 

任职要求： 

a.熟悉软件测试理论，软件测试方法及软件测试流程和规范。 

b.能够进行性能测试，自动化测试，黑/白盒测试。 

c.能熟练使用测试工具和测试方法。 

d.了解开发语言和数据库相关知识。 

e.有很好的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等测试相关文档的编

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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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逆向思维及对缺陷的敏感性能力。 

薪资状况： 

2000-6000 元/月 

（2）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a.将具体需求分解成软件工程师能够实现的功能，写出信息系统

需求规格说明书 。 

b.参与、协助产品的需求分析、设计、实现以及测试。 

c.根据项目开发计划，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开发任

务。 

d.保证开发任务符合开发规范、需求和设计等要求；  

e.具有创新精神，善于思考，有良好的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工作充满激情，肯投入，学习能力强，有强烈的责任感与进取心。 

任职要求： 

a.熟练掌握软件公司开发所用到的开发语言及相关框架 

b.熟练掌握数据库相关知识，了解应用服务器的部署。 

c.熟悉软件开发流程及规范，能够独立完成项目开发。 

d.能按规范编写相关开发文档，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以及团队意识。 

薪资状况： 

2000-8000 元/月 

（3）项目经理 

职位描述 

a.全面负责项目计划、估算、管理，任务分工，技术实现和变更

控制，项目推进，确保项目的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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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制定项目计划，沟通协调解决项目中所有问题；带领项目团体

进行项目的分析、设计、开发工作。 

c.对项目进行总结，不断改进与提高项目管理工作。 

d.项目前期用户沟通，了解用户需求，形成需求文档。项目评估

和需求分析。 

e.组织相关人员完成项目的开发，测试，实施，培训，验收等工

作。 

f.负责项目内部团队管理建设，包括人员培训、绩效考核等。 

任职要求： 

a.组织、表达、沟通、洽商与协调能力强； 

b.有较强应变能力，有责任心，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亲和力，能

很好的维持公司与客户的关系； 

c.具备出色的时间管理、成本管理、人力管理、风险管理、质量

管理和合同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有效控制项目进度与项目风险。 

d.掌握软件工程的相关知识、流程，熟悉软件开发流程的管理规

范和项目管理规范；熟悉软件测试，软件配置管理，质量保证规范. 

e.熟悉数据库相关知识，熟悉网络和网络硬件设备，熟悉面向对

象编程思想。 

薪资状况： 

5000-10000元/月 

（四）毕业生调研 

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就业企业、就业岗位、学习知识与能力满足

工作需求状况、就业变动情况、就业半年内岗位起薪值、1 年后收入

状况等方面。  

近一年来，共发放有效毕业生调研样本 58份，回收有效调研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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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0份。其中有与计算机专业相关的企业（如电脑公司、软件公司

等）单位、服务类企业单位、制造业企业单位；企业性质有国有企业、

个体企业等。从被调查企业的分布和性质、从被调查的毕业生的岗位

种类及岗位技能要求上看，我们认为毕业生调查的安排是比较合理

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相关数据 

就业单位分析：目前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毕业生就业企业的性质分

布状况如下：在国有企业的占 7.1%，民营企业占 72%，外资或合资企

业 14%，其他占 7%。主要工作单位为软件开发企业，如中科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英吉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金蝶软件有限公司等。 

大部分毕业生就业单位企业规模在 100 人以上，个别毕业生就业

单位企业规模在 4000 人以上 80%以上用人单位提供三险一金，其余

企业提供五险一金等。 

（1）月收入调查分析 

毕业生就业半年内岗位起薪 3500 以上，薪水位于计算机行业中

等，部分可达到本科院校毕业生水平。在岗一年时薪水平均达到 4000

以上，个别毕业生达到 5000 以上，达到计算机行业中等偏上水平。 

（2）工作流动性分析 

本专业毕业生工作流动性一般，大多数学生入职后能稳定工作，

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己专业能力、自我学习上。部分学生由于工作变

动后，薪资会大幅提升，所以存在工作变动现象。 

（3）专业对口情况分析 

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开设 java 语言程序逻辑、数据库技术基础、

使用 struts/hibernate/spring 技术开发乐学易教网、在 Android 平

台上开发无线点餐系统、MeTools社交客户端。培养掌握软件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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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软件开发实践能力和良

好软件工程素养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大部分毕业生在用人单

位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开发语言为在校所学的 java，开发平台为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专业的项目实训，基本包含学生在用人单位

所需大部分技能。专业对口情况较好。 

（4）能力结构及分析 

就业岗位要加强的能力 

毕业生普遍反映在校期间应该加强各方面的专业能力，java 编

程占 55%，Android开发占 30%，Html5页面设计占 7%,软件测试与实

施占 8%（注：是多选项）。 

（5）企业对毕业生评价 

根据近被调查企业反馈的意见及对毕业生的评价，移动应用开发

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总体保持良好。但沟通协调能力、

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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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企业调查分析表 

从企业调查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认为毕业生在本专业知识方

面及实践动手能力方面能基本满足工作需要。但是对计算机类企业

（如软件公司，电脑公司等）来说，沟通协调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也是

很重要的，本专业毕业生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欠缺。此外，在创新能力

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对于发展迅速的计算机行业，创新能力是

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所以在校期间需要加强学生以上能力的培养。 

（五）毕业生对课程设置的看法 

毕业生根据自己目前的岗位和工作情况，对移动应用开发专业课

程设置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调查方面 评分标准 百分比 调查方面 评分标准 百分比 

职业道德 

较强 87 

沟通协调能力 

较强 20% 

一般 12.5 一般 45.6 

较差 0.5 较差 35.4 

敬业精神 

较强 88.2 

基础理论知识 

较强 42.5 

一般 10.4 一般 40.6 

较差 1.4 较差 18.9 

工作态度 

很好 90 
专业动手实践能

力 

较强 55.5 

一般 9 一般 32.3 

较差 1 较差 12.2 

吃苦耐劳精神 

较强 87.1 

创新能力 

较强 23 

一般 11.2 一般 30 

较差 1.7 较差 47 

心理素质 

较强 62 

独立工作能力 

较强 45 

一般 30 一般 30 

较差 8 较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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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领域 课程名称 认为非常有用的人数 

1 Java语言程序设计 使用Java语言进入软件编程世界 6 

2 Web程序设计 

Ps/Flash 3 

XHTML/Css 20 

JavaScript 6 

HTML5 编程 8 

3 数据库应用与实施
技术 

使用 MySQL管理和查询数据 22 

MySQL数据库管理和高级查询 23 

4 Java程序设计 使用 Java语言深入理解程序逻辑 27 

Java核心编程 28 

5 Java Web企业级应
用开发 

使用 JSP开发企业级 WEB应用程序 14 

使用 Struts实现 WEB开发 16 

使用 Hibernate实现企业级应用 12 

使用 Spring实现企业级业务控制 16 

使用 Ajax改善用户体验 9 

6 Android应用开发 
Android平台开发基础 19 

Android平台应用开发 21 

7 Html5 UI设计 Html5 UI设计 5 

10  顶岗实习 25 

（注：课程为多选项） 

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学习领域课程数据库技

术与应用、java 编程、Android、Html5 程序开发等收到毕业生的高

度认同。javascript 等课程对学生认可度不高。 

（六）移动开发者调研 

1.开发平台的调研 

（1）国内的移动开发者认为最容易获得收益的是 Android 平台。 

移动开发平台已经非常之多,但是能够具备完善的生态系统,让

开发者能够获得收益的平台并不多见,参与调查的的开发者评选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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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开发平台。其中有 54%的开发者认为 Android平台

最容易获得收益;有 29.26%的开发者认为 iOS 平台最容易获得收

益;11.58%的开发者表示 Windowsphone平台最容易获得收

益;Symbian平台则仅占 2.57%和国内的这些 OS 平台份额相当。 

（2）数据分析： 

通过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认为 Android 以开放的模式

建立了强大的开放联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已经登上了市场份额

第一的宝座。国内的开发者主要以免费应用+植入广告的模式获取相

关的利益这种模式在强大的用户群体之上收入相对较为容易。iOS 平

台如今已经具备了 50 万的应用程序普通开发者很难从中突围依靠付

费下载的方式很难获取利润。 

2.开发者十分看好 HTML5技术在移动 Web 应用领域的发展 

HTML5技术作为新一代的网页技术标准,不仅在 PC端获得了用户

的一致认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同样深受爱戴.参加调查的开发者中

有 54.10%的开发者表示十分看好 HTML5 技术在移动 Web 应用领域的

发展;有 42.30%的开发者表示目前还很难说处于一种观望的阶段;只

有 3.61 的开发者表示不看好 

（1）数据分析 

HTML5 技术的发展对于应用程序实现跨平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开发者来说,只要开发出一款应用就可以非常轻松的部署到其他

平台的终端之上,只要这些终端运行的系统能够支持 HTML5 标准即可,

因此开发者对这个技术趋势表示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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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HTML5技术在 PC端尚未得到普及,对 HTML5的支持还存在一

定的兼容性问题,因此要将这个 Web技术在短时间内迁移至移动终端

之上确实需要一些时间进行系统方面的支持和优化。 

3.开发者认为应用缺乏创新是赚钱的最大阻力 

调查数据显示,26.30%的开发者认为产品缺乏创新是开发商赚钱

的最大阻力;21.41%的开发者认为缺乏好的盈利模式是开发商赚钱的

最大阻力;16.21%的开发者认为恶意竞争导致了开发商赚钱困

难;15.14%的开发者认为应用推广困难导致了赚钱受阻;12.69%的开

发者认为用户的付费渠道缺乏阻碍了开发者赚钱;7.03%的开发者认

为应用产品的版本更新缓慢将会导致用户流失从而阻碍开发商实现

盈利。 

（1）数据分析: 

创新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在中国应用产品盗版化非常严重的今

天，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尤为重要，而且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开

发者积极的做出贡献。同时避免应用程序的恶意抄袭以及互相诋毁等

恶意竞争对于开发商来说同样重要。 

在盈利模式方面，一种是应用程序的下载收费;第二种是免费下

载通过广告或者道具收费的方式;第三种是通过和商家合作将客户从

线上拉到线下与商家合作分成的 O2O模式。 

在产品推广方面，国内主要的推广渠道多数是通过第三方应用商

店终端的定制以及终端厂商的应用商店等方式进行推广。这些应用商

店数量虽然不及 Android和 iOS的官方应用商店数量巨大，但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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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线的应用来说同样是汪洋大海一般，能够占据前几页或者明显

的推广位相关有难度。 

六、调研结论 

  通过本次对毕业生调研，发现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大多数毕业生

能够胜任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敬业精神还是业务能力，90%以

上的毕业生都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我系软件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

扎实，具备一定的项目实战经验，能很好的适应学生到员工的转变，

大部毕业生不需要公司进行额外的专业技能培训即可上岗，具备良好

的学习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企业的调研，发现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在培养目标上，能够

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等技能型专门人才；在专业设置上，“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职业岗位（群）为依据，以技术含量为参数”，以职业技

能体系来设置专业，专业口径宽窄并存；在课程体系上，按照突出应

用性、实践性原则构建课程体系，基础课以“必须够用”为度，专业

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在教学模式上，强调实训条件，强化

实践性特征，实施“教、学、做”合一，实践教学在教学中占较重比

例。 

通过对已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开发人员进行调研，发现我们的课程

体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应加强课程的前瞻性，对学生的教育上加

强思想的开放性及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