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组别 获奖等级

CESEZJCG-2017001
“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贾清水、武马群、李兴志、杨欣

、李学礼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特等奖

CESEZJCG-2017002
全价值链校企联盟下的ICT领域“双驱三

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陶亚雄、沈雕、陈志军、林勇、
赵阔、周均、甘守武、蓝菊、付

婕、蒲金波、李华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高职 特等奖

CESEZJCG-2017003
构建“互联网+”学习生态系统，推进信

息化教学改革
徐建俊、周奎、于正权、阚宝朋
、刘万辉、徐耀、厉超、李刚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特等奖

CESEZJCG-2017004
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机制研

究与实践
武马群、程庆梅、唐文晶、赵便

华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05
产教融合共建电子产品智能制造生产性实

训基地研究与实践
刘睿强、陈学昌、王林泓、 王

正勇、毛朝庆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06
以创新创业素质育成为导向，构建高职创
新创业教育新模式——“1335”创新创业

育人模式

陈诗淼、史进、林晸、凌传荣、
林旭东、林红英、李玮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07
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

实训环境建设与实践
王璇、尹玉军、高玉玲、张照锋

、郭慧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08
“双园融合、双境互补”模式下IT人才培

养创新与实践
张训华、董蕾、栾秋平、赵国玲

、王红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09
“多元发展、项目学习、协同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徐兵、盛丽梅、胥加美、于大为

、徐新荣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10
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机

制研究
胡峥、程娟、邵莉芬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中职 一等奖

CESEZJCG-2017011 教学资源库需求模型开发与顶层设计方案
卢小平、贺平、张海建、李红、

史宝会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2
以典型产品为教学载体培养现代工匠人才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研究与实践

李学礼、林海峰、陈强、毛瑞丽
、张智慧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3
“学、练、工、赛四位一体”高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以“信息安全与管

理”专业为例
史宝会、徐振华、孙奇、万冬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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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EZJCG-2017014
基于“工作室+创新实验班+技能大赛”的

专业杰出人才培养体系
陈必群、罗锦宏、苏永刚、钱弼

违、陈霞、余文荣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5
基于一体化教学设计的高职电子类专业教

学改革与实践
彭华、王林泓、陈学昌、王用鑫

、刘睿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6
职业技能大赛促进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以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例

吴娟、霍福翠、刘睿强、陈学昌
、王正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7
完善竞赛机制，推进汽车智能技术专业FT

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用鑫、王正勇 、彭华、陈学

昌、陈志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8
基于全方位校企合作的微电子技术专业创

新创业育人体系构建
刘锡锋、孙  萍、徐振邦、居水

荣、袁琦睦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19
“互联网+”产业新形态下物联网专业群

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张  蓉、顾晓燕、叶  春、华

驰、匡  亮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0
政企校三方协同的现代学徒制“昆山模式

”研究与实践
钟名湖、李洪昌、刘 刚、 康慧

斌、程娟娟、郭培虎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1
蒙元数据驱动：民族地区应用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有效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秦婷、白文荣、赵祯、田雪、王

忠远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2
打造校园特色“e文化”，促进高职创新

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郑三、李厥瑾、李冬芸、窦磊、

冯同江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3
高职院校电子商务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敏、甄小虎、周丽、刘建超、

沈凤池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4
政校企联动 中德合作，创新职教师资培

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杨秀英、林军、兰小云、邱娟、

宋长海、张峻颖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5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程远东、朱龙、刘颖、王坤、胡

钢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6
高职教育与高新技术产业互动发展的探索

与实践
曹建林、邹洪芬、傅亚莉、李智

勇、吴丽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7
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专业综合实训项目开

发与应用
李磊、黑勇浩、周敏、崔凯华、

丁青
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中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8
“教学工厂+教学产品+生产性教学”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杨士伟、邓颖姝、王东、刘海燕 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中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29
省级规划课题《以教学工厂为依托的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李萍萍、高月宁、郝赫、王文艳

大连电子学校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

中职 二等奖

CESEZJCG-2017030
中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云实训”系统的

开发与实践
周宏米、佘运祥、宣琪、陈亚萍

、许倩倩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中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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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EZJCG-2017031
基于TRIZ理论的高职创新实验室人才培养

机制研究
林涛、毛朝庆、刘睿强、陈学昌

、王林泓等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2 教学资源研究子项目“光电显示技术”
毛小群、赵淑平、刘睿强、王宝

英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3
高职《电工技术》课程一体化教学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程智宾、陈晓文、陈世伟、杨蓉
青、胡小萍、张洋、朱丽华、陈

婷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4
新时代培育电子工匠的“动力+平台”机

制研究
黎旺星、张永亮、钟君柳、罗兵

、高立新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5所

深圳航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5
“订单4.0”锻造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研

究与实践
张永亮、罗兵、钟君柳、冯利峰

、汤裕传、兰兴兵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希科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6
高职电子类专业创新能力导向的实践教学

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邹心遥、李法春、方弄玉、刘

宇容、林奕水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7
基于成果导向和信息技术整合的汽电专业

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廖中文、李法春、杨旭志、关伟

、冯大治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8
构建高职办公自动化人才职业特长培养平

台的探索与实践
黄军辉、张文梅、李法春、李靖

、高峰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39 骨干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杨兆辉、喻跃梅、蔡元萍、明丽
宏、陈晨、夏青山、李洪丹、孙

慧敏、汤延庆、王洪章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0
“行会引领”电子类专业“分类订制”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朝林、杨永、庄海军、刘步中

、贾艳丽、魏子陵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1
融产业入专业、融标准入课程、融竞赛入

课堂
杨帅、薛岚、王超、王程民、成

建生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2
国家技能大赛引领下的《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与调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梁亮、梁玉文、刘爽、张立娟、

朴圣艮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3
基于项目化的《PLC技术》课程改革与实

践
刘爽、孙鹏娇、朱伟华、黄博、

李鹏威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4
“双导师、学徒式”框架下的技优生培养

研究
刘晓阳、王平、刘成刚、康存勇

济南职业学院
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5
信息化背景下“项目引领、平台支撑、虚
实融合”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与实

践

夏玉果、商敏红、王恩亮、孙
萍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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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EZJCG-2017046
基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校企融合发展新路
径探索与实践——以中兴电信学院为例

徐  敏、董晓丹、刘恩华、曾波
涛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7
应用信息化手段的单片机课程改革及新型

课程资源建设实践
赵旭辉、徐富春、谭昕、孟祥娜

、余鹏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8
国际工程教育互认规范下高职工程类专业

建设范式的研究与实践
杜庆波、王晓秋、闫之烨、张智

玮、史美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49
基于能力目标矩阵的特色教学方法的探索

与实践
魏欣、李祖刚、李立早、王璇、

李芳苑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0 软件技术专业云实训系统建设研究与实践
梁会亭、赵国玲、刘新锋、王新

新、董蕾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1
基于一体化设计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与实践
邵瑛、杨莹、李玉玲、顾治萍、

俞鑫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2
实现"五共同"，创新高校企业学院体制机

制的研究与实践
赵克林、王宏旭、张莉萍、朱龙

、敬代和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3
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工作室”制学习共同

体的探索与实践
于大为、俞侃、陈芳、孙振坤、

盛雪丰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4 《色彩设计》课程教学辅助系统
张铁成、宋立媛、赵琳萍、陈

琦、张杰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中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5
基于“共生”理念的中职学校电类专业群

教学资源统整开发研究与实践

周永平、杨清德、杨鸿、彭贞蓉

、张 川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6
中职计算机应用专业（BPO方向）校本

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王苒、杨晓亮、金雯岚、王璐、
关欣

大连电子学校 中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7
云服务模式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产学研协

同创新实践探究
王苒、尹琳琳 大连电子学校 中职 三等奖

CESEZJCG-2017058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微课平台及资源开发
李萍萍、郝赫、王文艳、付思瑶

、葛青、孙海丹、杨晨
大连电子学校

大连爱丁数码有限公司
中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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