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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2 级

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所属专业群

软件技术/510203/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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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学制三年；弹性学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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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电子与信息大类

（51）
计算机类（5102）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业（65）

计算机软件工程

技术人员

（2-02-10-03）

计算机程序设计

员（4-04-05-01）

软件开发;

Web 前端开发;

数据库开发

计算机技术与软

件专业技术资格：

程序员、软件设计

师

1+x 证书：

Web 前端开发

JavaWeb应用开发

备注：1.专业人培的制（修）定是严格按照国家省里文件精神制定；

2.专业人培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最新文件精神和行业发展实际进行适时修订调整。

表 2 典型工作任务

序号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1 软件开发

1．使用 Java 语言进行核心模块代码编码；

2. 完成流程设计、界面设计；

3. 完成所负责的功能模块开发；

4. 完成所负责的功能模块的文档及手册撰写；

2 Web 前端开发

1．结合页面和系统功能,完成桌面或移动端页面/微信 H5/小程序的开发、调试

等工作,高效、高质地完成代码编写,确保符合前端代码规范；

2. 根据业务需求,完成产品的前端页面及交互实现;

3. 承担前端核心模块的设计、实现工作;

3 数据库开发

1. 根据企业需求安装相应数据库，并完成数据库的安装；

2. 根据调研明确需求并设计相关数据库及表结构；

3. 使用数据库编程，对数据库及表结构进行结构维护，对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4. 数据库权限设置、备份与恢复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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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

握计算机应用技术、web 前端开发、Java 开发、Java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数据库设计、分布式程序设计等知识，具备软件开发文档编写、

数据库设计、软件设计与开发等能力，面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

智慧教育技术领域等岗位群，毕业 3-6 年能够从事软件开发、数据库

开发、web 前端开发等工作，具有较高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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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

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

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与保密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具

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

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积极进取，良好的职业习惯和服务意识，具

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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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文素质: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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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5）专业素质:具有较强的移动应用软件策划和实现意识，能够

有效地获取用户需求，并使用规范的技术语言进行表达；具有较强的

逻辑思维和计算思维，可以将业务逻辑有效转换为计算逻辑；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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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程意识，可以采用规范的方式实现用户需求；具有较好的知识

产权和版权意识，自觉使用正版软件。

2.知识目标

（1）熟悉 Java 语言及 Java 规范，能够进行 Java Web 项目开发；

（2）掌握必备的 MySQL 数据库基础，JAVA 高级语言基础，H5网

页设计等；

（3）熟悉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实现，能够进行网络编程、组

件设计和 Swing 编程；

（4）熟悉 Web 架构设计，掌握常用系统架构及设计模式；

（5）熟悉网站开发的基本流程，能够使用网页设计软件

MyEclipse、Eclipse、Hbuilder 等进行网站设计与开发；

（6）掌握软件测试等方面的知识；

（7）掌握数据库系统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1）具有 Java 语言编程技能；

（2）具有分析阅读软件代码的能力；

（3）具有熟练安装配置和维护常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能力；

（4）具有熟练使用和管理常用的数据库系统能力；

（5）具备计算机软、硬件配置和维护能力；

（6）具备操作系统、管理软件、软件编程工具的使用能力；

（7）具有独立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公文处理能力；

（8）具有独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9）具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创造

能力；

（10）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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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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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拓展课与专业（群）选修课、实践教学课等 7类课程，总共

52门课，2866 学时，149 学分。

1.公共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

学语文、高等数学、公共英语、体育与健康、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劳动教

育、入学与安全教育 15 门课程，共 43学分。

2.公共选修课

主要有限定选修课包含：中国共产党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

政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健康教育、大学美育；公共任选课包含：

普通话、国家安全教育、职业礼仪、职场沟通共计 9 门课程，其中要

求修满 7 学分。

3.专业基础课

主要有智慧教育技术基础、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信息素养、图

形图像处理、Java 程序设计基础、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Java 高

级程序设计、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设计等 8门课程,共 23 学分。

4.专业核心课

主要有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Vue.js

高效前端开发、Java Web 程序设计、J2EE 数据持久化框架、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 6门课程,共 26 学分。

5.专业拓展课

主要有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

软件工程 3门课程，共 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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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群）选修课

主要有数据结构与算法、Python 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基础、

Linux 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测试技术、教师资格综合素质辅导、教师

资格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辅导、Bootstrap 响应式 Web 前端设计、微

信公众号开发 9 门课程，其中要求修满 10学分。

7、实践教学课

主要有本专业开设含认识实习、岗位实习、毕业设计、程序设计

综合实训、数据库开发综合实训、Web 应用综合实训、桌面应用综合

实训等 7 门实践教学课，共计 31 学分。此类课程按学校《专业实践

教学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具体实施。

8.课程体系

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和专业能力要求，对接教育部“1+X”证书制

度，依托我校教师教育办学特色及优势，结合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人

才培养的特点，制定了软件技术专业 “岗课证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如下图所示：

图 1 软件技术专业 “岗课证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二）课程教学要求

（见附件 1 软件技术开发专业课程设置及描述）



6

（三）核心课程标准

（见附件 2 软件技术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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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3 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名称：软件技术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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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军

事

技

能

认

识

实

习

岗

位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第

一

学

年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2 1 20 0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18 0 1 1 20 0

第

二

学

年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0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0

第

三

学

年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 6 2 1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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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80 5 2 1 24 2 0 6 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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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实习根据专业教学进度安排，一般为 6个月。

3.○开学准备 ＃入学教育 ☆军事技能 ■课堂教学 ▲考试 △认识实习 ★岗位实习 □毕业设计 ＆机动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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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计划与进度总表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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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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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一）
24 1 20 4 √ 2*12w 思政教学部

2101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二）
30 2 24 6 √ 2*15w 思政教学部

2001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一）

16 1 14 2 √ 2*8 思政教学部

2201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一）

16 1 14 2 √ 2*8 思政教学部

200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二）

16 1 14 2 √ 2*8 思政教学部

2201019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二）

32 2 26 6 √ 2*16 思政教学部

2101005 形势与政策（一）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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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06 形势与政策（二）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座

2101007 形势与政策（三）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座

2101008 形势与政策（四）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座

2101009 形势与政策（五）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座

1901021 大学语文（一） 32 2 22 10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2 大学语文（二） 36 2 26 10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3 高等数学（一） 32 2 26 6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4 高等数学（二） 36 2 28 8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5 公共英语（一） 64 4 32 32 √ 4*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6 公共英语（二） 72 4 36 36 √ 4*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8 体育与健康（一） 32 2 4 28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9 体育与健康（二） 36 2 4 32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0 体育与健康（三） 20 1 2 18 √ 2*10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1 体育与健康（四） 20 1 2 18 √ 2*10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71
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32 2 20 12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3 创新创业教育 36 2 22 14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72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32 2 24 8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116 军事技能 112 2 0 112 √ 2w 学工部

1901073 军事理论 36 2 36 0 √ 2w 学工部

1901076 劳动教育 16 1 4 12 √ 4*1w 4*1w 4*1w 4*1w 基础教育学院

2003091 入学与安全教育 16 1 16 0 √ 16*1w 学工部

小计 834 43 456 378 14 14 4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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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群

基

础

课

2006001
智慧教育技术基

础
40 2 14 26 √ 4*10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2006002
网页设计与制作

基础
60 3 18 42 √ 4*15w

2006003 信息素养 36 2 18 18 √ 2*18w

专

业

基

础

课

2106151 图形图像处理 60 3 20 40 √ 4*15w

2106152
Java 程序设计基

础（一）
20 1 10 10 √ 4*5w

2106153
Java 程序设计基

础（一）
48 3 18 30 √ 4*12w

2106154
MySQL数据操作与

查询
48 3 18 30 √ 4*12w

2106155
Java 高级程序设

计
48 3 18 30 √ 4*12w

2106156
JavaScript 交互

式网页设计
48 3 16 32 √ 4*12w

小计 408 23 150 258 12 8 8

专

业

核

心

课

2106161
Java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108 6 28 80 √ 6*18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2106162
MySQL高级查询与

编程
40 2 12 28 √ 4*10w

2106164
Vue.js 高效前端

开发
48 3 12 36 √ 4*12w

2106165
Java Web 程序设

计
108 6 28 80 √ 6*18w

2106166
Java EE 数据持久

化框架
48 3 12 36 √ 4*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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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167
Spring 企业级程

序设计
108 6 32 76 √ 6*18w

小计 460 26 124 336 0 6 6 14

专

业

拓

展

课

2106168
HTML5响应式网页

设计
48 3 16 32 √ 4*12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2106169
Spring Cloud 微

服务应用开发
80 4 30 50 √ 16*5w

2106170 软件工程 32 2 16 16 √ 4*8w

小计 160 9 62 98 4 0 16 0

实

践

教

学

课

2006024 认识实习 24 1 0 24 1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按每

周 24

学时

计算

2206028 岗位实习 576 24 0 576 6w 18w

2006027 毕业设计 48 2 0 48 2w

2206034
程序设计综合实

训
16 1 0 16 4*4w

2206035 数据库综合实训 16 1 0 16 4*4w

2206036 Web应用综合实训 16 1 0 16 4*4w

2206037
桌面应用综合实

训
16 1 0 16 4*4w

小计 712 31 0 712 4 0

选

修

课

公共选

修课

2101015 中国共产党史 16 1 16 0 √ 2*8w 思政教学部

限选

课

2201017
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与政策
16 1 16 0 √ 2*8w 思政教学部

1901075 大学美育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111
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2201001 健康教育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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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074 普通话 32 2 16 16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共修

2学

分

2201026 国家安全教育 16 1 16 0 √ 4*1w 4*1w 4*1w 4*1w 基础教育学院

2201027 职业礼仪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2201029 职场沟通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小计 112 7 96 16 2 1 1 1 2

专业

（群）

选修课

2003066
教师资格综合素

质辅导
16 1 4 12 √ 2*8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共 修

10 学

分

2003167

教师资格教育教

学知识与能力辅

导

16 1 4 12 √ 2*8w

2106131 数据结构与算法 36 2 18 18 √ 2*18w

2106132
Python 程序设计

基础
36 2 18 18 √ 2*18w

2106133 计算机网络基础 36 2 18 18 √ 2*18w

2106134
Linux操作系统应

用
36 2 18 18 √ 2*18w

2106135 软件测试技术 32 2 16 16 √ 4*8w

2106136
Bootstrap响应式

Web 前端设计
32 2 16 16 √ 4*8w

2106137 微信公众号开发 32 2 16 16 √ 4*8w

小计 180 10 90 90 2 4 6

总计 2866 149 978 1888 28 28 25 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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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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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实习 1W

2 岗位实习 6w 18w

3 毕业设计 2w

4 程序设计综合实训 4*4w

5 数据库综合实训 4*4w

6 Web 应用综合实训 4*4w

7 桌面应用综合实训 4*4w

合计 1w 8w 18w

总计 712 学时

表 6 教学总学时分、总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学时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小计

实践教学

占比（%）

占总学时

比例（%）
小计

占总学分

比例（%）

公共

基础课

公共必修课 必修 456 378 834 45.32% 29.10% 43 28.86%

公共选修课 选修 96 16 112 14.29% 3.91% 7 4.70%

专业（技

能）课

专业基础课 必修 150 258 408 63.24% 14.24% 23 15.44%

专业核心课 必修 124 336 460 73.04% 16.05% 26 17.45%

专业拓展课 必修 62 98 160 61.25% 5.58% 9 6.04%

专业（群）选修

课
选修 90 90 180 50.00% 6.28% 10 6.71%

实习实训课 必修 0 712 712 100.00% 24.84% 31 20.81%

合计 978 1888 2866 65.88% 149

说明：

1.课内教学原则上以 18学时为基准折算为 1学分（个别课程可根据其开课性质、开课方式、开课学期做适量微调），集

中实践教学环节以周为单位安排,每周计 24 学时、1学分。

2.本专业总学时为2866学时，总学分为149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学时946,占比33.01%；专业课程学时1208，占比42.15%；

实践教学总学时 1888，占比 65.88%，选修课总学时 292，占比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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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与质量管理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是 18:1，双师素质比例达到80%

以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比例为：1:2:7:2，45 岁以上教师

占比不超过 45%。

2.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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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德技双修、知行合一；具科学与技

术与软件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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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兼职教师主要由校企合作讲师与行业企业专家构成，具有

多年从事软件项目开发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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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专业教学团队配置与要求
师生比 1:18

专兼职比 11:7

双师比 80%

年龄
20-30 岁（%） 30-40 岁（%） 40-50 岁（%） 50-60 岁（%）

21.05% 31.57% 36.84% 10.52%

学历学位
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以上（%）

15.78% 68.42% 10.52% 5.26%

职称
见习（%）

助教（同等职称）

（%）

讲师（同等职称）

（%）

副教授（同等职

称）（%）

教授（同等职称）

（%）

17% 58%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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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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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学场地、设施配置及功能需求一览表

序号 教学场地 设施配置 功能

1 智慧教室（一）
智慧白板 1个、人脸识别设备 1套、电子班牌(1 套)、

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理实一体化授课

2 智慧教室（二）
智慧白板 1个、人脸识别设备 1套、电子班牌(1 套)、

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理实一体化授课

3 智慧教室（三）
智慧白板 1个、人脸识别设备 1套、电子班牌(1 套)、

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理实一体化授课

4 多媒体教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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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实一体化授课

5 多媒体教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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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实一体化授课

6 录播教室

宏基投影(1 台)+课桌椅(40 套)+ 录播设备（1套）+

电子班牌(1 套)+消音设备（1套）+教学电脑（1套）

+白板、讲台、手机袋、时钟各 1套

理实一体化授课

2.校内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表 9 实习实训基地（室）配置与要求需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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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设计实训室 软件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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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开发实训室 软件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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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体开发实训室 软件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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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avaWeb 开发实训室 软件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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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智慧云教室 软件综合项目实训室

服务器一台+方正电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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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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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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校外实训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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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程序开发 是

4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5 富士康科技集团 广东省深圳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6 岳阳市南湖新区管理处 湖南省岳阳市 Java 软件开发 是

7 长沙智擎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Web 前端开发、数据库开

发
是

8 上海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9 深圳华龙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10 上海制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Web 前端开发 是

11 杭州校宝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
Java 软件开发、数据库

开发
是

12
新金宝高端智能科技研发（岳

阳）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

Java 软件开发、数据库

开发
是

13
湖南维特智能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14
世纪超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软件开发 是

15 上海领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16 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龙岗区 软件开发、测试与实施 是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能提供软件开发、Web 前端开发、数据库开发等相关实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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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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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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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规划优质教材以及校本自主研发

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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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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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软件技术专业主要参考图书文献配备

序号 图书文献名称 具体要求

1 《计算机应用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办公软件基础应用

2
《OFFICE2010 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案例教程》 刘万辉、丁

九敏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办公软件高级应用

3 《Photoshop UI 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图形图像基础技能

4
《Photoshop+Illustrator 商业广告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王红卫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掌握图形图像处理技能

5
《Photoshop CS6 商业应用案例实战》 尚峰 清华大学出

版社
学习图形图像处理案例

6
《Photoshop 图形图像处理翻转课堂》 李天飞 中国铁道

出版社
掌握图形图像处理技能

7 《色彩搭配原理与技巧》 范文东 清华大学出版社 掌握色彩基础理论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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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ML5 网页设计》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 HTML5 基础理论与运用

9
《网页美工案例教程》姚红玲、张彩霞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掌握网页美工设计相关知识

10
《可视化 H5 页面设计与制作 Mugeda 实用教程》彭澎 姜

旭 人民邮电出版社

掌握 H5 页面设计与制作相关知

识

11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 H5 页面弹性布局相关知识

12 《Vue.js 前端开发技术与实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掌握 Vue 基础指令及脚手架

13 《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数据库基础语法及数据库基

础操作

14 《软件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了解软件生命周期和软件过程，

掌握软件项目管理，软件复用，

构件技术，统一建模语言 UML 和

形式化方法

15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掌握编程基础语言理论及程序基

础结构

16 《Java 程序设计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编程基础语言理论及程序基

础结构

17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面向对象编程思想及 Swing

窗体开发

18 《微信小程序开发技术》 人民邮电出版社
掌握微信微信小程序开发相关知

识

19 《Java Web 编程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掌握 JSP、servlet 基础使用，能

够进行 web 应用开发

20
《Dreamweaver CS6 网页设计与制作教程》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掌握 H5 页面设计与制作相关知

识

21 《Java Web 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 JSP、servlet 基础使用，能

够进行 web 应用开发

22
《MySQL 数据库应用与管理项目化教程（微课版）（高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掌握数据库基础语法及数据库基

础操作

23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 SSM 框架基础原理及注解的

使用

24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掌握网络安全基础信息相关知识

25 《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掌握 SpringBoot 环境的配置及

在 Web 开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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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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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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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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MOOC 导学平台

OMO 直播融合教学平台：智慧教育 OMO（Online Merge Offline）

直播融合教学平台，主要以实时共享直播的方式开展线上线下融合

教学。是为学生提供更专业、更深入、更精彩的教学内容并共享最 优

秀师资的融合教学授课模式，主要应用于 45 分钟正课讲授，每门 课

核心重点内容将邀请该技术领域经验最丰富的技术经理及总监在 线

直播互动授课，项目经理、质量保证工程师在线下课堂同步辅导，学

生综合满意度为 95%。通过完整的线下线下融合管理模式，教学效 果

全面接近线下纯面授课堂效果。在 OMO 融合教学环节中，涉及人 员

角色较线下教学业更多，且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包含了 1 名技术 总

监，主要负责在线课程建设及直播授课，1 名项目经理，主要负责 线

下面授课程及项目实践指导，1 名质量保证经理，主要负责管理学 生

学工及项目进度管理事务。

图 3 OMO 直播融合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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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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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G >2000 个 >2000 个 10 个 40 本

表 13 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名称 网址链接

《图形图像设计与制作》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073550.html

《计算机基础》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50059

《HTML5 网页设计》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3702903

《scratch 少儿编程》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7751314.html

《Java Web 应用开发》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64272

《Web 前端》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64271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75920

《MySQL 数据库应用》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75916

《C语言程序设计》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4694926.html

《JAVAEE企业级开发》 http://fanya.zyk2.chaoxing.com/course?id=64276

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http://hnvc.zyk2.chaoxing.com/index?staid=6482

（四）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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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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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卓越项目实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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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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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理实一体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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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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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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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评价、学生自评、企业评价、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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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学生的

问卷调查以及每个月学生对于老师的 QPA 评测以及职业技能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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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在课程实际教学中，充分运用“大思政”教育理念稳步推进专业

课教学内容重构，积极推动对于专业课课程教育教学新模式的探讨与

改革。致力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的三全育人格局，使课程思

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在教育教学中，要求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要求教师时刻

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明确教师专业课教学的“思政”要求，在

立足于专业课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适时载入德政元素，使专业课课

程与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坚持做到以心育心、以德育德、

以人格育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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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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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思想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



23

2.专业学习：毕业应达到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等要求。

所修课程成绩全部合格，至少修满 149 学分。

3.考级考证：原则上取得普通话三级甲等（含三甲）以上合格证

书、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或“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两查考核：通过湖南省教育厅毕业设计和专业技能抽查。

十、附件与说明

（一）编制流程及主要成员

根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指

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关于加强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湘教发〔2018〕38 号文件，以及《教育部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关于修订 2022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2 级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整改工作方案》进行 2022 级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特制订方案如下：

1.成立工作小组

主笔人：李维龙、赵胜

主审人：李梅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陆建林、龚祖兴、杨拓、骆训星

行业专家：欧阳宏（高工，武汉美和易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乔昌涛（高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伍贤辉（高工，上海丞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治国（高工，深圳通程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江海（高工，上海芯港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人培方案制订具体人员分工表

序号 工作任务 人员姓名 任务具体内容

1 总负责人 李维龙 软件技术专业人培方案修撰写及总体把关。

2 撰写 赵胜 撰写软件技术专业人培课程设置及课程进度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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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员 陆建林 撰写软件技术专业调研报告等。

4 成员 杨拓、龚祖兴
撰写课程描述及标准：智慧教育技术基础、图形图像处理、网

页设计与制作基础、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5 成员 骆训星
撰写课程描述及标准：Java Web 程序开发、H5 响应式开发、J2EE

数据持久化框架、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综合实训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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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不超过 6 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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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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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

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

设计

2 Web 前端开发 中级 8
H5响应式开发、VUE 高

效前端开发

3 JavaWeb 应用开发 初级 8 Mysql 基础，Java Web

4 JavaWeb 应用开发 中级 8
Spring 企业级开发，

J2EE 数据持久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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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1.三年制专科软件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描述；

2.三年制专科软件技术专业分学期教学进程安排表；

3.软件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4.学校党委会审定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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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课程描述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1001/2101002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4 实践学时 10

课程学分 3 开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加强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塑造，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成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知识目标:了解人生观的主要内容，掌握人生价值的评价方法；理解理想信念的内涵与特征，领悟

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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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认识道德的功能与作用，掌握公民道德准则和道德践行的基本

途径；理解法律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

3.能力目标:能够将道德的相关理论内化为正确的道德认知，遵守道德规范，提高道德实践能力；能

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运用相关的法律知识分析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等领域的现实法律问

题。

主要内容

1.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2.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3.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4.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5.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6.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7.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

教学要求

1.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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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确保学生的抬头率和

点赞率，不断增强教学的参与度和亲和力。

2.教材:教材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 年版），并配套使用中国大学 MOOC

线上慕课、超星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资源库、思想政治理论课资讯平台、学习强国 APP 等数字化教学

资源。

3.教法:利用教学平台开展信息化教学，以理论讲授法为主，适时采用任务驱动法、案例分析法、情

境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主要利用“课堂—校园—社会”三大实践阵地，积极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

考核评价

1.考核形式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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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50%）+终结性评价（50%）。过程性评价由课堂表现（10%）、线上学习（20%）

和综合实践（20%）组成，其中综合实践实行一票否决制，即未参加综合实践者平时成绩记零分；终

结性评价为期末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基本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1003、2001004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4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三、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依据的理解，坚定“四个自信”，加强政治认同、

法治意识，培育职业精神，塑造健全人格，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

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2.知识目标：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掌握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3.能力目标：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正确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主要内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2.毛泽东思想

3.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学中

能按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为本，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教学

全过程，不断推进教学改革，用充分的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让学生真懂、真信、

真用。

2.教材

教材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年版）》，并配套

使用学习强国 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课程平台、试题库、资源库以及中国知

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

3.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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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包括多媒体课件、各种音像资源，如投影、录像、电视资料等以

及网络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加

强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社会大课堂，通过多样性的实践活动，丰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考核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1.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50%，其中纪律态度、课堂参与、作业占 10%，线上学习占 20%，综合实践

占 20%。过程性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出现如下情况过程性评价得分为零:出现无故旷课 3 次或不

参加综合实践和线上学习。

2.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50%，使用无纸化考试平台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18、2201019 课程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必修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8

课程学分 3 开设学期 第三、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理论依据的理解，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政治信仰、

朴素的人民情怀、丰富的文化积淀、长期的艰苦磨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理论思考中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在阅读践行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知识目标：全面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理论品格、重

大意义，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认识。

3.能力目标：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正确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主要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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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3.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4.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6.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7.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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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学中

能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为本，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

教学全过程，不断推进教学改革，用充分的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让学生真懂、

真信、真用。

2.教材

教材使用中央级统一教材，并配套使用学习强国 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课

程平台、试题库、资源库以及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

3.教法

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包括多媒体课件、各种音像资源，如投影、录像、电视资料等以

及网络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加

强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社会大课堂，通过多样性的实践活动，丰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考核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1.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50%，其中纪律态度、课堂参与、作业占 10%，线上学习占 20%，综合实践

占 20%。过程性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出现如下情况过程性评价得分为零:出现无故旷课 3 次或不

参加综合实践和线上学习。

2.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50%，使用无纸化考试平台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形势与政策》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1005、2101006、2101007、

2101008、2101009
课程名称 形势与政策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40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

课程学分 1 学分 开设学期 第一、二、三、四、五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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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正确分辨能力

和判断能力。

2. 知识目标

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

3.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正确分析形势和理解政策的能力，特别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敏感问题、社会

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思考。



29

主要内容

1.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专题；

2.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专题；

3.关于港澳台工作专题；

4.关于国际形势与政策专题。

教学要求

1. 教师

注意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创新，树立教学以学生为本，教育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努力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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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课堂教学管理，确保学生的抬头率和点赞率，不断增强教学的参与度和亲和力。

2. 教材

教材使用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并配套使用人

民网、学习强国 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课程平台、试题库、资料库

以及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教学资源。

3. 教法

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确定一些有实践价值的课题供学生选择，联

系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学语文》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1/1901022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8

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20

课程学分 4 开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社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2.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进一步了解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掌握一定的文学基本知识、应用文体

写作知识和语言表达知识，夯实从业基础。

3.能力目标

在中学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正确阅读、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进行日常应用

文体写作，将语文知识与本专业相结合进行创作性的学习。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四大模块（文学作品、口语交际、应用写作和传统文化），并按人文主题进行归

类，分别为：1.惜时劝学，放歌青春；2.守心励志，飞扬人生；3.悟道明理，语惊四座；4.知人认世，

感悟生命；5.治国有常，利民为本；6.怡情养性，品味世态。

文学作品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外国经典作品为辅，并辅以文学史常识，旨在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

养，口语交际和应用写作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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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功底，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适时地引导启发。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的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职高专人文素质系列新媒体教材《高职新语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细芝

主编。

3.教法

（1）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审美情趣的提升和培

养。

（2）采用课前预习、课中答疑讲解、课外巩固拓展的系统学习方法。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适当选

取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整合；

（3）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合，部分学习资源可以在线上发布分享、部分考核评价的内容也可以在线

上进行。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包括课前学习准备、出勤情况、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实践拓展五个方面。

过程性考核=课前学习准备 15%+出勤情况 10%+课堂表现 30%+课后作业 30%+实践拓展 15%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基础知识题占卷面分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能力素质方面的考核分数

不能少于三分之一。

《高等数学》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3、1901024 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8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4

课程学分 4 开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有理想、有抱负，热爱祖国；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

意识；崇尚科学思维，有较强的毅力，不怕困难；具有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有较强的集体意

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了解数学文化；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和性质，掌握数学的运算法则，能够熟练计算和运用；掌握利用

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方法步骤。

3.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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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括、推理论证、运算求解等基本能力；利用数学知识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据分析

处理的能力；数学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发展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基础篇、拓展篇、实践篇三篇内容，共六章。基础篇包括函数、极限、连续、一元函

数微分学和一元函数积分学，共三章。拓展篇包括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共二章。实践篇包括 MATLAB 数学

实验，共一章。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了解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史等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思想方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能根据各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以“应用”为目的，夯实学生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

（3）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效的改善教与学的方式。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应用高等数学》，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胡桐

春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为引领，突出服务专业，体现数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2）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以基础概念为基础，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合作

式、任务驱动等方法组织教学活动。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30%）

过程性考核评价主要对课前准备、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和小测与作业四个方面进行考核。

过程性考核=课前准备*20%+出勤*20%+课堂表现*30%+小测与作业*30%。

2.终结性考核评价（7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对学生的数学知识基础、数学应用能力、数学实践能力和数学创新能力等方面进

行考核，采用闭卷考核的方式。

《公共英语》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5/1901026 课程名称 公共英语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36

理论学时 68 实践学时 68

课程学分 8 开设学期 第一、第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能够在职场中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素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BA%94%E7%94%A8%E6%84%8F%E8%AF%86/68348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6%84%8F%E8%AF%86/38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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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技术技能人才。

2.知识目标：

掌握 2700---3000 的英语词汇；句子结构、时态、语态等语言规律，在语言实践中巩固和运用高中或中

职阶段所学的基本语法知识。

3.能力目标：

能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译，能写常用的应用文，能有效完成日常生活和职场情境中的沟通任务并形

成善于探究的思维品格，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

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能够运用英语进行终身自主学习。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包括模块一：职业与个人，包括人文底蕴、职业规划、 职业精神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求职应聘、

文件处理、活动策划、活动组织、参访接待、市场调查等。

模块二：职业与社会，包括社会责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营销策划、电子邮件处理

等。模块三：职业与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职场环境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危机公关、交易善后等。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英语专业知识和爱国情怀，以学生为主体，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坚定的

理想信念。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有针对性地设计课堂讨论、口语演讲、英语朗诵、情境模拟等

教学活动提升学生英语能力。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十三五”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规划教材《新潮实用英语综合教程》，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王美娣总主编。

3.教法

（1）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课内与课外训练相结合，提升学生的英语基本技能和英语综合能力。

（2）采用任务驱动、翻转课堂、合作探究、情境演练等方法，把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相

结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英语 APP 及多样的线上学习课程资料提高教学效率，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一）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

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英语表达能力 20%

（二）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是英语绘本剧、童话剧、英语歌曲、诗

歌、电影片断表演、教学片段表演等形式。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 50%＋现场展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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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2 课程名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8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引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养，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引导学生善待生命，加强对生命的认识，增强抗挫能力，发掘其生命潜能。

2.知识目标：使大学生了解一些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大学生心理健康基本知识，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调适的方

法。

3.能力目标：大学生能进行基本的自我调适，客观认知自我，能运用所学心理学知识解决遇到的心理方面的难题，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耐挫性。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大学生生涯发展、大学生自我意识、大学生人格培养、大学生学习与创造、大学生情绪管理、

大学生压力与挫折应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大学生常见精神障碍的求助与防治、大学生生

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等十个专题。主要介绍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思想道德、自我意识、人格、情绪、学习、

创造、人际交往、恋爱、挫折、择业求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大学生心理素质健康发展的规律和对策，并进行

了有益的探讨。指导大学生学会学习、生存、适应、合作，有助于大学生学会承受挫折和面对压力，在人生道路

上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不断提高生命质量。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学科背景和深厚的教育情怀、爱国情怀，树立基于心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职

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2）能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实际，合理且有针对性地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开展课堂讨论、比赛等教学活

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湖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由胡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教法

（1）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结合任务驱动教学及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过程。

（2）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案例学习，与大学生职业发展相融合，探索课堂教学与专业发展相融合的教学模

式，主要有个人心理成长故事的分享和案例探讨，学生研讨学习等形式。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案例分享、学习

通平台学习与测试等五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20%+出勤情况 20%+案例分享 20%+学习通平台学习与测试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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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8；1901029；

1901030；1901031
课程名称 体育与健康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96

课程学分 6 开设学期 第一、二、三、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了解部分运动项目的规则与裁判法，培养学生的规矩意识、提高学生欣赏高水平运动比赛的能力及爱国主义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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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使学生正确认识体质、健康与体育的关系，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能力目标：使学生掌握两项以上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创

伤的处置方法。发展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协调等身体素质，增强体质。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十个模块：

1.体育理论知识；2.田径；3.操类运动（广播体操、幼儿广播体操、大众 1、2、3套健美操、啦啦操、伦巴、

恰恰、华尔兹等）；4.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等）；5.民族传统体育（太极拳、

套路、蹴球等）；6.健康体适能（瑜伽、跳绳、哑铃、杠铃等）； 7.广播（幼儿）体操的组织教法及创编；

8.体育游戏的组织及创编；9.队列队形的口令指挥技能；10.“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精湛的运动技能，运动能力和技术控制能力。

（2）具有深厚的体育理论知识，能掌握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和运动医学基本理论。

（3）具有扎实的运动实践，有深厚的体育教学能力和体育教学艺术创新能力。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体育理论与实践教程，具有体育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由中南大学

出版社出版、白晋湘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增强学生体育意识，发展健康观，促进体育习惯形成。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运动损伤预防及处理、体质评价及运动处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实施，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3）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

（4）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提高体育运动兴趣及认识。

（5）实践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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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对学习方法和练习方法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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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 30%

（1）考勤考核标准:全勤 10%分。凡旷课一次扣 3 分，事假一次扣 2分，病假一次扣 1 分，迟到一次扣 1分，

早退一次扣 1分，缺课达到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体育考核。

（2）学习态度考核标准: 20%分。凡学习认真，练习积极，服从管理，互帮互学，虚心好问，进步明显，着装

符合要求的可给予满分或相应分数。而课堂着装不符合体育课要求（穿西装、裙子、皮鞋、凉鞋、拖鞋等），

一次扣 2分。

2、终结性考核 70%

（1）主要评价内容: 心肺功能项目考核+项目考核。

（2）《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未能达 50 分按结业处理。

（3）阳光体育校园跑未完成学期不予及格。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1 课程名称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帮助学生确立职业发展的概念和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愿意为个人生涯发展、社会发

展、国家发展积极主动拼搏和奉献。

2.知识目标:

使学生认识自我特性、职业特性以及社会环境，分析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熟悉劳动力市场信息和职业分类

知识，具备职业发展所需的观念和能力。

3.能力目标：

客观认识自我，提高就业竞争力，签订合法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做好求职资料和面试准备，顺利实现从学

生向职业人的角色转变。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五个模块：1.探索职业世界；2.自我认知与决策；3.职业素质培养；4.就业能力提升；5.综

合实践训练；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热心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关注大学生职业成长与人生发展，具有一定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实

践经验；

（2）具有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具备驾驭课堂的能力

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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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李新东主编。

3.教法：

（1）以提升职业素质为基础，以强化职业能力为本位，课堂教学与个性化就业指导相结合，理论和实践交

替、突出实践。

（2）按照“探究・合作・生成性”教学理念，努力实现向教学体系的创造性创新性转化。

（3）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

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为综合能力评价。

通过学生撰写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考核学生的职业规划综合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33 课程名称 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22 实践学时 14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引导学生积极创造人生，把个人追求和中国梦结合起来，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时代新人。

2.知识目标:

理解创业思维框架，掌握创业有关理论知识，树立创业实践的新认知和新思维,熟悉创业大赛和路演流程

及要点。

3.能力目标：

提升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学生合作共创，创造性解决问题，提升其价值创造力。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十一个模块：1.创业与人生；2.创业新时代；3.管理思维与创业思维；4.整合创业资源；5.

控制创业风险；6.组建创业团队；7.如何转化意外；8.做好非预测性控制；9.成为创业型学习者；10.创造喜

爱的人生；11.创新创业能力综合实践。

教

学

1.教师：

（1）热心创新创业教育，关注大学生职业成长与人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创业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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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2）具有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具备驾驭课堂的能力和

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2.教材：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模块

化实训教程》，韩娇主编。

3.教法：

（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微课、慕课、SPOC 等教学资源，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启发学生

创新思路，提高学生参与度。

（2）项目式教学：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在系列项目完成的过程中，有效提升学生的问

题解决能力和自主协作能力。

（3）任务驱动教学：创设任务情境，以学生为中心，坚持自主学习与小组合作相结合、经验传授与创业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4）充分开展实践教学，组织开展创业项目设计、创业大赛等活动，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

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创业能力。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与

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生撰写商业计划书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路演。

终结性考核评价=商业计划书 50%＋现场展示 50%

《军事技能》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116 课程名称 军事技能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1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112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学生令行禁止、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

2.知识目标：认识并学习军事基本技能，掌握基本技能要点。

3.能力目标：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养成良好的军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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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分为四大模块：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主要包括共同条令教育、队列训练等；

2.射击与战术训练：主要包括轻武器射击、战术基础等；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主要包括格斗基础、战场医疗救护、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防护等；

4.战备基础与应用训练：主要包括战备规定、紧急集合、行军与宿营、野外生存、识图用图等。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军事技能功底，对每个动作要领能够清楚的讲解示范，能引导学生自觉掌握各种军事技能，

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2）能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技能教学。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新时代 大视野-大学军事教程》，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李国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军事技能要遵循习近平强国强军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以提升学生

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

（2）示范法教学：通过老师的师范动作，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军事技能要领。

（3）分组练习法：把一个班级分成若干小组进行练习，挑出好的小组进行展示学习。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在训练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军事技能的掌握。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3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出勤情况、动作技能的掌握情况三个

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30%+出勤情况 35%+动作技能的掌握情况 35%

2.终结性考核评价（7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是现场展示。

现场展示的考核则是对某个军事技能进行展示并对动作要领进行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动作要领讲解 30%＋军事技能现场展示 70%

《军事理论》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3 课程名称 军事理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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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2.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军事基础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3.能力目标：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含义和主要内容，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分为五大模块：

1.中国国防：包括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建设、我国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安全概述、国家安全形势、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包括军事思想概述、外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包括战争概述、新军事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包括信息化装备概述、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教

学

要

求

1. 教师

（1）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深入了解中国军事思想的主要精神，能引导学生自觉的关注国防事业，增强学

生责任感和使命感。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军事思想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理论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本课程选用的是《新时代 大视野-大学军事教程》，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李国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军事课要遵循习近平强军思想论述、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以提升学生国防

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中国国防、军事思想、现代战争等，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

详细的讲解。

（3）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和历史典故，让学生了解军事思想教育对中国国防的贡献与认识。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中国军事思想的理解。

（5）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领会国防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与率

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开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介绍中国国防中的某一部分，要求制

作 PPT 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 50%＋现场展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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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6 课程名称 劳动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4 实践学时 12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一、二、三、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劳动自豪感，提升创意物化能力，培育不断探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和认真负责、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2）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

品质，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3）培育社会公德，厚植爱国爱民的情怀。

2.知识目标：

（1）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的培养要求，掌握

满足日常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知识；

（2）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3.能力目标：

（1）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必备劳动能力，体认劳动不分贵贱；

（2）提高职业劳动技能水平，增强劳动自立自强能力。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

2.定期开展校内外公益服务性劳动，做好校园环境秩序维护，运用专业技能为社会、为他人提供相关公益服

务。

3.依托实习实训，参与真实的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4.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优秀毕业生报告会”“优秀劳模宣讲会”“劳动安全和法规”等专题讲座。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由校领导主管，公共课教学部负责规划设计、组织协调、资源整合、过程管理、总结评价等。

（2）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

（3）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人，发挥教职员工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的作用，充分利用党组织以及学生社团等

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3.教法

（1）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厚植爱国爱民的情怀，加强对学生正确的劳动态度

和劳动精神的培养。

（2）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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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

（3）通过校内外公益服务性劳动等方式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组成。

1. 过程性评价（50%）

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表现，注重从行为表现中分析把

握劳动观念形成情况。以自我评价为主，辅以教师、同学、家长、服务对象、用人单位等他评方式，指导学

生进行反思改进。指导学生如实记录劳动教育活动情况，收集整理相关制品、作品等，选择代表性的写实记

录，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学生学年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自我评价 50%＋教师评价 20%＋同学评价 20%+其他评价 10%

2. 终结性评价（50%）

学期结束时，依据学期目标和内容，结合综合素质档案分析，兼顾必修课学习和课外劳动实践，对学生劳动

观念、劳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品质等劳动素养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定。

《入学与安全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3091 课程名称 入学与安全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热爱学校和集体的意识；

（2）树立正确的专业意识，形成责任感和使命感；

（3）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

（1）通过观看学校的校史馆，了解学校，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2）通过参加专业宣讲，了解所学专业建设与发展情况；

（3）通过邀请名师名家讲座，了解并掌握在学校生活、学习方面的安全知识。

3.能力目标

（1）提高学生专业发展意识；

（2）提高学生自身保护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

主要内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观看学校的校史馆、图书馆、校园、学院或专业宣传片，了解所学专业特点等）；

2.安全教育（学习、生活、寝室、出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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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具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身体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着眼学生特点，既注意教育的阶段

性，又注意教育的连续性，引导学生健康发展，积极融入大学生活。

2.教材

本课程主要选用《大学生入学教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学生安全教育》，卿

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教材。

3.教法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现场教学法、读书指导法、自主学习法等教法。

（1）多开展观看学校的校史馆、图书馆、校园、学院或专业宣传片等活动，引导学生在活动中感受

和体验.（2）安排专业带头人或教研室主任对学生进行专业宣讲，帮助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特点，梳

理职业规划意识。（3）邀请来校进行专题讲座的老师最好是扎根乡村教育的名师名家或者是在安全

法制教育方面有深入研究的行业专家。

考核评价

积极参与、认真听讲，笔记详细工整的同学，每参与 1 个讲座计 0.25 学分,；参与讲座不认真

不予计算学分；在讲座过程中严重违反纪律的同学根据学校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处分。通过学生

撰写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考核学生的职业规划综合能力。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6001 课程名称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群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40

理论学时 14 实践学时 26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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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66477650.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06066265.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06066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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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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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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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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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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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6002 课程名称 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群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0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42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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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制作各种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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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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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是面向软件技术的一门专业主干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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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标记、CSS 样式、网页布局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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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设计流程。能以个

人或团队形式熟练完成静态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前台）的设计内容。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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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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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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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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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信息素养》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6003 课程名称 信息素养

课程性质 专业（群）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富有合作精神, 乐于与他人合作；能够利用恰当的工具与途径参与合作；能够灵活运用倾听、

理解、说服、妥协等技巧协调与组织合作活动, 完成合作任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常规媒体的使用；掌握多媒体制作的基本方法, 了解图像处理的一般过程；了解动画软件

的基本动能, 掌握动画的剪辑处理；掌握主页制作与发布, 能将电子文本材料等放在网上；熟悉教

学软件的分类, 掌握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的应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信息需求；能够识别特殊的信息需求；能够评估引用信息的数量及相关

性, 以决定是否需要细化检索策略；能够利用文献目录检索本地拥有的信息；能够利用本地信息源

从全球信息环境中查找信息；能够利用馆际互借或其它文献服务共享本地没有的信息；能利用因特

网查找、检索和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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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信息环境对学习/教学的影响；

2.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

3.信息素养标准；

4.信息素养教育与培养；

教学要求

1.融入课程思政，立德树人贯穿课程始终

2.此课程为专业群基础课，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采用分组协作法和任务驱动法的教学方

法；

3.合理利用教材及配套资源，使用多种格式的教学材料，丰富课堂。

考核评价
采取形成性考核占 30%和终结性考核占 70%的形式进行课程考核与评价。形成性考核包括考勤，

回答问题，作业等；终结性考核包括操作考核。

《图形图像处理》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51 课程名称 图形图像处理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0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40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1.2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PS 软件的基本操作知识；

2.2 掌握图层、蒙版的使用相关知识；

2.3 掌握色彩搭配应用的知识；

2.4 掌握基本页面设计的技巧。

3.能力目标：

3.1 具备使用 PS 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力；

3.2 具备熟练使用 PS 软件工具的能力；

3.3 具备使用图层、蒙版操作能力；

3.3 具备 Web UI 界面配色的能力；

3.4 具备使用 PS 软件制作 UI 界面的能力。

主要内容

1. 图层应用

2. 文字效果

3. 色彩搭配

4. 基本图形设计

5. 网页创意风格

6. 移动 APP 界面



46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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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郭俊伟,向政庆.《Photoshop UI 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郭俊伟,向政庆.《Photoshop UI 设计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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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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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Java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52、2106153 课程名称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8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40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1.2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1.3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4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5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2.知识目标：

2.1 掌握面向对象编程思想相关知识；

2.2 掌握 JAVA 语言开发环境和开发步骤的相关知识；

2.3 掌握程序运行流程控制结构的相关知识；

2.4 掌握数组和方法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3.1 具备配置、搭建、运用 Java 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设计的能力；

3.2 具备对基本数据类型理解和分析应用的能力；

3.3 具备利用顺序、选择、循环、三大程序结构探索实际问题并程序实现的能力；

3.4 具备理解数组并运用数组的能力；

3.5 具备对编写程序进行调试优化的能力。

主要内容

1. Java 开发环境搭建和开发工具的使用

2. 变量与数据类型

3. 三大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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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和对象

5. 方法与参数类型

6. 数组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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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郭俊伟,胡红宇.《Java 程序设计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郭俊伟,胡红宇.《Java 程序设计基础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采用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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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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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54 课程名称 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0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1.2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数据存储和数据安全意识；

1.4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2.知识目标：

2.1 掌握安装 MySql 并正确配置的相关知识；

2.2 掌握 DDL 对数据库表结构进行定义和维护的用法；

2.3 掌握主键和外键约束，以及常见的自定义约束的相关知识；

2.4 掌握使用 SELECT 子句查询数据的用法；

2.5 掌握 DML 对表记录进行新增、修改和维护的用法；

2.6 掌握 order by,group by 子句的用法；

2.7 掌握聚合函数的相关知识；

2.8 掌握内连接和外连接查询的用法。

3.能力目标：

3.1 具备规范使用数据库 DDL、DML 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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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备安装配置 MySQL 关系型数据库的能力；

3.3 具备理解数据库中三大完整性的能力；

3.4 具备使用 DDL 语言建立和管理数据库和数据表的能力；

3.5 具备使用数据库相关函数进行数据查询和处理的能力；

3.6 具备使用通配符和连接查询进行数据综合查询筛选的能力。

主要内容

1. 安装和连接 MySQL 数据库

2. Navicat For Mysql 的使用

3. DDL 语言定义和维护数据库和数据表

4. DML 语言进行数据查询和维护

5. MySQL 中的函数使用

6. 连接查询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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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陈少成,徐刚强.《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陈少成,徐刚强.《Mysql 数据操作与查询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采用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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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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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1 课程名称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80

课程学分 6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1.2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1.3 培养学生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和程序编码的能力；

1.4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6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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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目标：

2.1 熟练掌握 Java 语言开发环境和开发步骤的相关知识；

2.2 熟练掌握对象和类，类成员封装的相关知识；

2.3 掌握继承与多态的相关知识；

2.4 掌握抽象类与接口的相关知识；

2.5 掌握 Java 的异常处理的相关知识；

2.6 掌握 Java 常用类、集合、泛型的相关知识；

2.7 掌握 GUI 程序设计的相关知识；

2.8 掌握 JDBC 技术的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3.1 具备运用 Java 开发环境进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能力；

3.2 具备将现实中的事物抽象成类并实例化的能力；

3.3 具备使用 JDBC 技术进行程序设计的能力；

3.4 具备修改和优化程序代码，调试和解决 BUG 的能力；

3.5 具备使用 Swing 进行 GUI 程序设计的基本能力。

主要内容

1. 面向对象

2. 继承与多态

3. 抽象类与接口

4. 异常处理

5. 集合

6. 常用类内部类和泛型

7. JDBC 编程

8. Swing 编程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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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李敏宁,王江.《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李敏宁,王江.《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项目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采用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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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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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8 课程名称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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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项目网站前端分析设计的能力

（2）具备分析响应式开发的能力

（3）具备运用栅格化处理页面的运用能力

（4）具备应用响应式布局的能力制作一款小型网站前端设计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 DIV+CSS 页面设计；

（2）掌握响应式布局的使用；

（3）掌握对小型网站前端设计的知识；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主要内容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是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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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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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牛睿，王芳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牛睿，王芳 《HTML5 响应式网页设计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采用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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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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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56 课程名称 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设计

课程性质 必修 总学时 48



51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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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 基本语法、函数与事件

2.2 JavaScript 的 BOM、DOM 对象模型

2.3 JavaScript 对象及 jQuery 基础

2.4 jQuery 的动画与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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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JavaScript 交互式网页设计》是软件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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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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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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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中作业占 20%、出勤占 5%、课堂表现占 5%、

期中测试占 10%，考试成绩占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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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高级程序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55 课程名称 Java 高级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0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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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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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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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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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康斌，王娟 《Java 高级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康斌，王娟《Java 高级程序设计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采用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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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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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2 课程名称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总学时 40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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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2.知识目标：

2.1 掌握数据库设计的三个步骤：需求分析、概念结构设计和逻辑结构设计；

2.2 掌握数据库多种常见的对象；

2.3 掌握对小型系统数据库设计的知识；

3.能力目标

3.1 具备项目分析设计数据库库表的能力；

3.2 具备数据库复杂多表关联操作的能力；

3.3 具备运用数据库存储过程是运用能力；

3.4 具备使用数据查询应用有关知识完成一款通用型的简易系统数据的设计的能力。

主要内容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是 java 开发的专业主干课程。这本书作为 MYSQL 的重要书籍，重点

介绍了数据库设计、数据存储、数据查询和数据维护，主要介绍本课程是数据库简介与 MYSQL 开发

环境、MYSQL 表结构了数据库设计和技术、子查询。MYSQL 编程基础知识和存储过程、游标的应用，

以及几种重要的数据库对象-视图、索引和事务。数据库设计、基本查询应用、子查询和视图、索引

的前修课程，MYSQL 存储过程、数据库事务与查询优化的后修课程。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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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牛睿，《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牛睿，《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线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陷阱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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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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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Java Web 程序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5 课程名称 Java Web 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总学时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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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80

课程学分 6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JSP 运行环境和其他动态网页技术；

2.2 掌握 JSP 的语法；

2.3 掌握 JSP 的内置对象；

2.4 掌握数据库与 JDBC 技术；

2.5 掌握 JavaBean、JavaServlet 技术；

2.6 掌握 JSP 开发中的常用技巧；

3.能力目标

3.1 具备设计动态 web 页面的能力；

3.2 具备掌握页面 9 个内置对象的能力；

3.3 具备使用 JDBC 操作数据库的能力；

3.4 培养学生掌握流程图的绘制；

3.5 培养学生能用 JSP 技术搭建网站平台。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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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应用程序基础、JSP 基础、

JSP 内置对象、连接数据库、JavaBean 和 JSP 标准动作、Servlet 技术。并结合 web 网页应用开发

与实践，讲解构建搭建商品管理网站项目的基本步骤和流程。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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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刘国彦，谭劲松，《Java Web 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刘国彦，谭劲松，《Java Web 程序设计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 年 4 月

3.教法：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1）平时成绩占 40%，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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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6 课程名称 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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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36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2.知识目标：

2.1 理解 ORM 技术的作用和实现细节；

2.2 掌握 MyBatis 开发持久层应用的步骤；

2.3 掌握使用 XML 方式和注解方式实现 MyBatis 开发；

2.4 掌握 MyBatis 动态开发技术；

2.5 掌握 MyBatis 复杂结果集映射技术；

2.6 掌握 MyBatis 缓存技术的应用；

3.能力目标

3.1 具备搭建 Mybatis 框架的能力；

3.2 具备 xml 文件读写能力；

3.3 具备动态 sql 的编写能力；

3.4 具备 Mybatis 缓存技术应用能力；

3.5 具备使用 Mybatis 开发 web 项目的能力。

主要内容

MyBatis 是一款优秀的持久层框架，它支持自定义 SQL、存储过程以及高级映射。《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课程从一个简单的 MyBatis 查询入手，搭建起学习 MyBatis 的基础开发环境。通

过全面的示例代码和测试讲解了在 MyBatis XML 方式和注解方式中进行增、删、改、查操作的基本

用法，介绍了动态 SQL 在不同方面的应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的很好实践方案。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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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陈少成，董善志，《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陈少成，董善志，《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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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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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js 高效前端开发》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4 课程名称 Vue.js 高效前端开发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36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MVVM 设计模式、Vue.JS 开发模式、Vue 模板语法、Vue 基本指令、

Vue 过滤器、计算属性和组件。

2.职业技能目标：

掌握 Vue 开发 SPA 模式 Web 页面。

3.素质养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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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VUE 高效前端开发》是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

MVVM 设计模式，Vue.JS 的基础知识和组件，能掌握 Vue 开发 SPA 模式 Web 页面。

知识点 1：Vue 基础认识

知识点 2：Vue 模板和指令

知识点 3：Vue 计算属性

知识点 4：Vue 组件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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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李一源，岑霄《VUE.js 高效前端开发》，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牛睿，岑霄《VUE.js 高效前端开发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线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陷阱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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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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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7 课程名称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总学时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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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76

课程学分 6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2.知识目标：

2.1 理解 Spring 框架基础，理解 Bean 的 ref 属性，注入集合对象；

2.2 掌握 AOP 基本概念和术语，正则表达式方式匹配切面，前置增强；

2.3 掌握手动搭建 Spring MVC 工程，注解驱动的控制器，处理模型数据；

2.4 掌握数据校验，控制层传参，视图标签；

2.5 掌握 MyBatis 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掌握 Spring MVC 如何集成 MyBatis；

2.6 掌握 Mapper DAO 方法的使用；

3.能力目标

3.1 具备搭建 Spring 框架的能力；

3.2 具备 Spring AOP 面向切面编程的能力；

3.3 具备 Spring 注解驱动的使用能力；

3.4 具备使用逆向工程生成 Spring 框架代码的能力；

3.5 具备使用 SpringMVC 框架技术搭建企业级项目的能力。

主要内容

Spring 是一个开源的轻量级 Java EE 企业级开发应用框架，《Spring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一

书主要包含了 Spring 框架的认识、Spring 依赖注入、Spring 控制反转、Spring 面向切面编程、

SpringMVC 框架注解运用、Spring MVC 数据校验与视图、Spring MVC 与 MyBatis 框架集成、SMM 框

架的应用开发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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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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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张力，朱飞，《Spring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张力，朱飞，《SpringMVC 企业级程序设计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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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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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69 课程名称 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程(必修) 总学时 80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50

课程学分 4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1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1.3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4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2.知识目标：

2.1 掌握 Redis 数据库的及其事务和持久化的运用；

2.2 掌握 SpringBoot 环境的配置及其日志的运用；

2.3 掌握 SpringBoot 数据库访问及 web 开发的使用；

2.4 掌握 SpringBoot 整合 Redis 及其缓存的使用；

2.5 掌握 SpringCloud 框架的使用；

2.6 掌握 Ribbon 负载均衡、Feign 和 Hystrix 断路器、Zuul 路由网关的使用；

2.7 掌握 Docker 容器及镜像管理的能力。

3.能力目标

3.1 具备 Redis 数据库开发能力；

3.2 具备 SpringBoot 框架的搭建能力；

3.3 具备使用 SpringBoot 进行 web 开发的能力；

3.4 具备使用 SpringBoot 进行缓存开发的能力；

3.5 具备 SpringCloud 及 Eureka 服务注册开发的能力；

3.6 具备 Ribbon 负载均衡、Feign 和 Hystrix 断路器、Zuul 路由网关的开发能力；

3.7 具备 Docker 容器及镜像管理的使用能力。

主要内容

1.Redis 数据库的及其事务和持久化；

2.SpringBoot 环境的配置及其日志；

3.SpringBoot 数据库访问及 web 开发；

4.SpringBoot 整合 Redis 及其缓存；

5.SpringCloud 框架；

6.Ribbon 负载均衡、Feign 和 Hystrix 断路器、Zuul 路由网关；

7.Docker 容器及镜像管理。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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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张力，朱飞，《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张力，朱飞，《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59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考核方式：机试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1）平时成绩占 40 %，形式有：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期中测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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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成绩占 60 %；

《软件工程》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170 课程名称 软件工程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程(必修)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16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提升软件开发规范和全局观念；

（2）养成团队合作意识；

（3）提升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升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抗压能力，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

2.知识目标

（1）掌握软件工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掌握分析、设计、测试与维护软件系统的理论与方法；

（3）掌握工程化思维方式、规范、准则、项目管理方法。

3.能力目标

（1）转变对软件从程序到系统的的认识，看问题具备系统观的能力；

（2）具备结构化开发程序的能力；

主要内容

1.软件工程概述

2.软件需求分析

3.系统静态建模

4.系统动态建模

5.软件测试

6.软件测试工具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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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高建华，陈少成，肖建军，《软件工程》，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2 高建华，陈少成，肖建军，《软件工程项目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3.教法：

3.1 OMO 向上线下相结合、分层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

考核评价 学生出勤、表现及认知实习报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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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6024 课程名称 认识实习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必修课 总学时 24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24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具备专业认知、岗位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了解各工作岗位的一般要求、工作环境的基本条件等。

3.能力目标：

具有对职业岗位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了解教育单位对教员的基本要求。

主要内容

1.听取专业负责人专业介绍和基础教育行业专家介绍；

2.基础教育行业现状；

3.专业培养目标及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安排等；

4.现场观摩听课；

5.教育单位岗位工作职责及工作环境；

6.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流程。

教学要求
通过专业负责人专业介绍，实习单位现场参观及听取介绍；实习场地为校内外实训基地；将立

德树人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实习过程中结合实习内容融入思政元素。

考核评价 学生出勤、表现及认知实习报告综合评价。

《岗位实习》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6028 课程名称 岗位实习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必修课 总学时 576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576

课程学分 24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具备专业认知、岗位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了解各工作岗位的一般要求、工作环境的基本条件等。

3.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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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对职业岗位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了解实习单位对教员的基本要求。

主要内容

1.参加实习动员大会，明解实习目标和纪律要求；

2.按照实习负责人安排按时到达实习学校，学习实习校的作息时间与校纪校规；

3.现场观摩听课、评课、议课；

4.教育单位岗位工作职责及工作环境；

5.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流程。

教学要求
遵守实习校的校纪校规，服从学校与实习校的工作安排。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实习过程中结合实习内容融入思政元素。完成实习手册的填写。

考核评价 学生出勤、表现及实习手册综合评价。

《毕业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6027 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必修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48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完成毕业设计方案和成果。通过这一环节使学生巩固、加深和扩大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毕业设计是评定毕业成绩的重要依据，学生

通过毕业设计答辩抽查，成绩评定为及格方能毕业。

主要内容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完成所选课堂的毕业设计撰写任务；完成毕业设计成果。

教学要求
学生在毕业前，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指定的任务，收集资料、研究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独立地完成毕业设计方案和成果。

考核评价 学生参加院部组织，省厅督查的毕业设计抽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17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课程性质 公共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五学期

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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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领悟中华复兴伟业的民族大义，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和祖国观，提升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我国民族的基本情况以及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

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藏汉合为一家的历史脉络为主线深入了解中国共产

党开展民族事业、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生动实践。

3.能力目标

能够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分析和研究民族现实问题，自觉贯彻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

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争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石榴籽。

主要内容

1. 中国及世界民族的基本情况

2.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3.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4.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生动实践：唐蕃和同似一家——交融汇聚成一家——翻身农奴把

歌唱——改革开放显成就——全面小康不能少

5.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共筑中国梦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功底，充分了解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基

本原则及历史变革，善于学习和掌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最新成果；熟悉各族学生的思想实际，

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教材使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并配套使用中国大学 MOOC 线上慕

课、超星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资源库、思想政治理论课资讯平台、学习强国 APP 等数字化教学资

源。

3.教法

在教学形式上，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案例分析、主题讨论、情境模拟等方法；在教学活动上，

可以针对学生特点，推出每周一歌活动或者播放优秀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不断提升教学的趣味性

和生动性。

考核评价

1.考核形式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50%）+终结性评价（50%）。过程性评价由课堂出勤（10%）、课堂表现

（20%）和课后作业（20%）组成；终结性评价主要以撰写小论文和调研报告为主。

《中国共产党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1015 课程名称 中国共产党史

课程性质 公共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把握历史规律吸

取实践力量，争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提升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增

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形成听党

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2.知识目标：了解我们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

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斗争史、我们

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把握党的历史

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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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3.能力目标：能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将所学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行动能力；具备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错误社会思潮的能力。

主要内容

1.开天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大业

2.改天换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兴国大业

3.翻天覆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富国大业

4.惊天动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国大业

5.顶天立地：寻访红色足迹 传承思想火炬

教学要求

1.教师：具备坚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党史知识理论和

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学中能按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为本，

坚守立德树人，赓续红色血脉。

2.教材：参考中央级出版社教材，根据“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培训

网、学习强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编制讲义，运用学习通为

学生提供线上学习资源包。

3.教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运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通过案例式、情境式、研讨式等多样化教学手段，不断为党史课程“提趣增味”。

考核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科目，采用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1.形成性考核占总成绩的 70%，包括课堂表现、活动参与、线上学习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

2.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的 30%，采用提交小论文或调研报告的形式考核评价。

《健康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01 课程名称 健康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健康教育学》培养学生刻苦勤奋、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学会关心、爱护、尊重自己和他

人，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细心严谨的工作作风。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卫生保健知

识，增强健康意识，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1. 知识目标

(1）掌握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2）掌握康教育项目的设计、执行、评价的基本过程；

2.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初步运用健康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具有初步的计划并

管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的能力。

3. 素质目标

（1）改善人际关系，增强人们的自我保健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文明、健康、

科学的生活方式；

（2）增强健康理念，从而理解、支持和倡导健康政策、健康环境。

主要

内容

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

险五个方面，其目标和核心内容分别为：

（一）健康生活方式

目标：树立现代健康意识，掌握健康管理和健康决策的基本方法，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高自觉规避、有效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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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现代健康的概念；高校学生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决策和健康管

理的基本原则；饮食行为与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其应用，日常生活常见的食品安全隐患与

防范（食品安全五要素）；睡眠与健康，睡眠不足与睡眠障碍的危害，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预

防网络成瘾；运动与健康，科学锻炼原则及方法、运动负荷的自我监测；烟草危害及戒烟策略，

毒品（新型毒品）危害及禁毒，物质滥用（酗酒、滥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剂等成瘾性药物等）的

危害及防范；环境卫生与健康。

（二）疾病预防

目标：增强防病意识，掌握常见疾病的预防原则和常规措施，提高防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能力。

核心内容：常见传染病（如流感、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等）的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

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的基本知识、预防原则和常规措施；抗生素滥用对健康的危害，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定期进行健康体检的意义和项目选择；常用的健康指标、正常范围，测定

身体健康状况的常用方法（如测量腋温和脉搏、血压等）；正确选择必要、有效的保健与保险服

务。

（三）心理健康

目标：树立自觉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掌握正确应对学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不良情绪和心

理压力必需的相关技能，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核心内容：心理健康的概念；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相关社会因

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表现，自我心理调适与技能，促进积极情绪与缓解不良情绪的基本方法；

维护良好人际关系与有效交流的方法；心理咨询与服务利用，常见心理问题或危机的辨识与求助；

珍爱生命。

（四）性与生殖健康

目标：树立自我保健意识，掌握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

能力。

核心内容：性与生殖健康的基本知识；友谊、爱情、婚恋、家庭与伦理道德；优生优育与适

宜有效的避孕方法；非意愿怀孕和应对措施；常见生殖健康问题与自我保健方法；无保护性行为

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常见性传播疾病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流行与控制，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

行为和预防措施，艾滋病咨询检测和服务，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预防性侵害的方法和技

能。

（五）安全应急与避险

目标：树立安全避险意识，掌握常见突发事件和伤害的应急处置方法，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

核心内容：突发事件与个人安全防范，意外伤害（触电、溺水、中暑、中毒、运动创伤等）

的预防、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无偿献血基本知识，无偿献血是公民的义务；休克、晕

厥、骨折等急症的现场救护原则，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院前急救

技能；动物（犬、猫、蛇等）抓伤、咬伤后的应急处置；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甄别不科学、不健

康信息的技能与方法；实验、实习等场所安全要求与防护技能，注意个人防护，避免职业伤害；

旅行卫生保健的基本要求，规避旅行中的健康与安全风险的基本措施和策略。

教

学

要

求

资源保障：加强教学资源建设，积极开发健康教育的教学课件、教学图文资料、音像制品等

教学资源，增强健康教育实施效果。

制度保障：坚持教研制度，把健康教育教学研究纳入教研工作方案，针对不同学年龄段的学

生特点，开展以知识传播与技能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研究工作。以现有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和体育

教师为根底，采取自学和出外学习等形式，强化教师培训，不断提高教师开展健康教育的水平。

考

核

评

价

评价的重点包括学生健康意识的建立、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卫生习惯、健康行为的形成,

评价以学生自评为主，同时结合家长、教师的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采取方法有调查问卷、

当面座谈、考查学习知识、以及成果展示等。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

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

群组讨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习通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展示大学美育教学

内容中的某一部分，要求制作 PPT 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学习通在线考试 50%＋现场展示 5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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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1901111 课程名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性质 公共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提高学生文化品位，丰富学生精神世界,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

的人格，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
2.知识目标

熟知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领会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礼仪、科技等方面文化精髓。
3.能力目标

掌握学习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养成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习惯,能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读当代社会
的种种现象。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安排了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礼仪、节日、中华传统美德等知识，共分为十
个专题，以传递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拓展学生视野，开阔学生思维，陶冶学生情感，丰
富学生人文知识。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功底，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精神，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要素和传统思维方式，能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第三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张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等文化，并
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3）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和历史典故，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文化巨匠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认
识。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理解。
（5）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领会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6）经典导读：有计划的对儒释道经典著作进行解读，引导学生养成读诵经典的习惯，从中感悟古圣先
贤的真实智慧。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一）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

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 20%

（二）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一部

分，要求制作 PPT 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 50%＋现场展示 50%

《大学美育》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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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1901075 课程名称 大学美育

课程性质 公共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有较高的感受、理解、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综合

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在此基础上能够提高一定的审美应用能力及审美创造力。

2.知识目标

理解大学美育中的专业术语、概念和观点，初步掌握进行艺术鉴赏所必需的美学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3.能力目标

综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生活志趣和生活热情，提高情商，开阔视

野，全面提升创造力、认知能力等。

主要

内容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大模块：1.美育通识理论模块，主要涉及美学常识，重点阐述美感体验和

审美作用。2.美育主体模块，由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辞章美、技术美等部分构成。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和良好的美学素养，有深厚的美育文化理论功底，较高的感受、理解、鉴

赏能力，教师应成为美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审美热情，陶冶学生性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

非观和价值观。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美育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美育的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大学美育》（第一版），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张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审美综合素养的培

养。

（2）混合式教学：通过信息化技术等手段，利用线上课程资源，做好课前启发和课后拓展，促进

大学美育课堂教学中知识点、思维能力的内化。

（3）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摄影鉴赏、影视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戏曲鉴赏

等内容，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4）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实例，引导学生对大学美育相关内容进行实践操作。

（5）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大学美

育教学内容的理解。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

群组讨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 20%+平时作业 30%+出勤情况 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 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习通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展示大学美育教学

内容中的某一部分，要求制作 PPT 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学习通在线考试 50%＋现场展示 50%

附件 2: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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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 2106037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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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 Java 高级程序设计 学时建议 108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2/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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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 Java 语

言中常用的类库，继承与多态，抽象类与接口，集合，内部类与泛型，

网络编程的网络通讯 JDBC 数据库应用，Swing 应用。学生可将前面

学习的 Java 知识和 Mysql 数据库知识点串联起来，通过大量程序实

例和项目实践，使用学生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设计、优化及调试程

序的综合能力，从而达到初步具备 Java 开发岗位基本编程能力的目

标。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 Java 开发环境进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能力；

（2）具备将现实中的事物抽象成类并实例化的能力；

（3）具备使用 JDBC 技术进行程序设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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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备修改和优化程序代码，调试和解决 BUG 的能力；

（5）具备使用 Swing 进行 GUI 程序设计的基本能力。

2.知识目标：

（1）熟练掌握 Java 语言开发环境和开发步骤的相关知识；

（2）熟练掌握对象和类，类成员封装的相关知识；

（3）掌握继承与多态的相关知识；

（4）掌握抽象类与接口的相关知识；

（5）掌握 Java 的异常处理的相关知识；

（6）掌握 Java 常用类、集合、泛型的相关知识；

（7）掌握 GUI 程序设计的相关知识；

（8）掌握 JDBC 技术的相关知识；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1.2 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1.3 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语言的学习能力；

1.4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6 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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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象

（一）Java 定义类和对象

1.什么是类

2.什么是对象

3.类和对象的区别

（二）定义和调用方法

1.怎么定义方法

2.使用方法的基本过程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了解

Java 类和对象的

含义，理解 Java

类和对象的区别，

并掌握类、对象和

方法的定义语法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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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造方法

（三）实践教学内容:

面向对象实现程序中的类创建并重

构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简单面向对

象 Java 程序开发的步骤和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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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调用方法的语

法,构造方法；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了解控制台

应用程序，理解利

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去建立类并创建对

象，熟练掌握 Java

开发环境配置和程

序调试的方法。

项目二
面向对象进

阶

（一）成员变量

1.成员变量概述

2.成员变量的使用

（二）隐藏和封装

1.封装

2.使用访问控制符

（三）this，static 关键字

1.方法中调用方法或成员变量

2.静态成员变量和静态方法

（四）实践教学内容:

实验封装，this，static 关键字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使用面向对

象方式实现类及对其成员封装的步

骤和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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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理解成

员变量，成员方法，

封装，静态成员变

量，静态方法；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了解成员变

量的使用，能够使

用访问控制符实现

封装，掌握使用

this 关键字解决

变量与局部变量同

名的问题，会使用

static 关键字处

理静态成员和方

法。

8

项目三 继承与多态

（一）包

1.什么是 Java 的包和包的导入

2.自定义包

3.包的访问权限

（二）继承和重载

1.继承及其实现

2.重载和重载实现

（三）多态

1.多态应用

2.引用变量的强制类型转换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了解

Java 包，掌握继

承，方法的重载与

重写，多态，强制

类型转换；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会自定包和

导包，掌握继承的

实现，能够实现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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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内容:

测试包，实现汽车类继承，动物类对

象的重写行为及多态性的代码实现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包的使用，

掌握继承重载和重写多态的程序实

现步骤和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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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的重写，理解

并会应用多态来解

决程序中的实际问

题。

项目四
抽象类和接

口

（一）抽象类

1.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2.抽象类的作用

（二）final 修饰符

1.final 成员变量及局部变量

2.final 方法

3.final 类

（三）接口

1.接口定义及实现

2.抽象类和接口的区别

（四）实践教学内容:

创建图形的抽象类，利用最终类处理

银行类问题，简单用户管理系统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抽象类和最

终类的程序编写，接口编写实现的步

骤和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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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抽象类

和抽象方法，最终

类，接口；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掌握抽象类

抽象方法，最终类

及接口的使用，能

明白其使用范围和

地方，会按要求使

用适合的类或接口

编写程序。

8

项目五 异常处理

（一）异常及其处理方式

1.try-catch 处理异常

2．Throw 抛出异常

（二）自定义异常

1.自定义异常创建及应用

（三）实践教学内容: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异常；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掌握在编程

中利用 try-catch

处理异常的方式，

掌握 throw 抛出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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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ry-catch 处理异常，使用

throws 实现抛出异常，自定义异常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 try-catch

处理异常的方式，掌握 throw 抛出异

常的过程,掌握自定义异常的方法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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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过程,掌握自

定义异常的方法。

项目六 Java常用类

（一）Object 类和 Math 类

1.Object 类及常用方法；

2.Math 类的运算操作；

（二）String 类和日期处理类

1.String 类构造方法和常用方法；

2.StringBuffer 类的常用方法；

3.Date 类，

Calendar,SimpleDateFormat 类的

使用

（四）实践教学内容：Java 常用类

实践练习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以上常用类。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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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并会使用

Object 类，Math

类，String 类，

StringBuffer 类，

日期处理类

8

项目七 集合

（一）List 集合

1.ArrayList 实现类；

2.LinkedList 实现类；

（二）Set 集合和 Iterator 迭代器

1.Set 集合；

2.Iterator 迭代器；

（三）Map 集合

1.Map 集合;

（四）实践教学内容：List 集合 set

集合 Map 集合实践练习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以 List，set，Map 集合的使用。

掌握并会使用

List 集合，set 集

合，Map 集合，能

用来实现实际程序

模拟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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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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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八
内部类和泛

型

（一）内部类

1.内部类的概述与使用；

2.匿名内部类；

3.静态内部类；

（二）泛型

1.泛型及其应用；

（三）实践教学内容：

静态内部类，匿名内部类，泛型的实

践演练程序练习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理解

掌握内部类和泛型。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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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内部类，会使

用静态内部类，匿

名内部类，能够使

用泛型来解决类型

转换异常问题。

8

项目九 JDBC 编程

（一）JDBC 基础

1.JDBC 简介；

2.JDBC 常用 API；

（二）封装类 DBConnection

1.封装操作；

（三）PreparedStatement

1.执行 DML 语句；

2.执行查询语句；

（四）实践教学内容：

JDBC 实现连接数据库，封装通用工

具类，对数据库实现查询和操作。

1.实践目的及要求:掌握 JDBC 连接

数据库的详细步骤，能够使用 JDBC

来查询和操作数据库。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MySQL 数据库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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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了解

JDBC，了解 JDBC

中常用的 API；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掌握 JDBC

编程步骤，会封装

DBConnection 类，

会使用

PreparedStatemen

t 执行 DML 和查询

语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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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

5.其他注意事项：无

项目十 Swing 编程

（一）JFrame 窗口容器

1.JFrame 窗口容器；

2.JFrame 窗口容器运用；

（二）布局管理器

1.FlowLayout 流布局管理器；

2.GridLayout 网格布局管理器；

3.BorderLayout 布局管理器；

（三）常用控件

1.标签，按钮，面板组件；

2.文本框密码框控件组件；

3.选择框，单选和复选框组件

（四）实践教学内容：

使用布局管理器与常用控件实现用

户登录，仿 QQ 登录。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窗口容器，布局管理器，和常用控件。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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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了解

JFrame 窗口容器，

了解布局管理器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布局管理器

的使用，熟练常用

控件，能够利用布

局管理器和控件按

要求设计程序界面

16

项目十一
Swing 高级

应用

（一）表格组件和菜单组件

1.表格组件 JTable；

2.菜单组件

JMenuBar,JMenu,JmenuItem；

（二）事件处理机制

1.事件和事件监听器；

（三）对话框

1.JDialog 对话框；

（四）实践教学内容：

通过表格组件展现英雄列表

使用菜单组件制作记事本编辑器

构造登录窗体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表格组件和菜单组件，熟悉事件处理

机制，会使用 JDialog 对话框进行用

户交互。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JDK 和

Eclipse 的计算机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了解事

件处理机制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掌握表格组

件，掌握菜单组件，

会使用事件监听

器，会使用对话框

来完成用户交互设

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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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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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合计：108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60%）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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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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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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宁,王江.《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2019.04.

（2）李敏宁,王江.《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项目设计》.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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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 课程代码 210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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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高级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Javaweb 程序设计 学时建议 40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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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时间 2021/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Mysql高级查询与编程》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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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更好的运

用数据库技术，使学生更好的面对软件应用系统对数据库设计、数据

存储、数据查询和数据维护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达到企业 Java

Web 开发岗位数据库设计应用能力的目标。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项目分析设计数据库库表的能力；

（2）具备数据库复杂多表关联操作的能力；

（3）具备运用数据库存储过程的运用能力；

（4）具备使用数据查询应用有关知识完成一款通用型的简易系

统数据的设计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数据库设计的三个步骤：需求分析、概念结构设计和

逻辑结构设计；

（2）掌握数据库多种常见的对象；

（3）掌握对小型系统数据库设计的知识。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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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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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设计

原理与实战

（一）数据需求分析

1.任务和重要性；

2.数据需求分析方法；

3.数据流程图；

4.数据字典。

（二）数据概念设计与 E-R 模型

1.数据模型；

2.信息的三种模型

3.概念模型

4.实体间联系

5.使用 ER 模型进行概念设计结构设

计

（三）逻辑结构设计

1.E-R 图转换为关系数据模型的一

般规则；

2.实体的转换；

3.联系的转换。

（四）使用 PowerDesign 设计数据模

型

1.概念数据模型与物理设计模型；

2.PowerDesign 工具介绍；

3.使用 PowerDesign 设计数据库概

念模型；

4.数据库物理模型生成数据库。

（五）实践教学内容：使用

PowerDesign 设计物理模型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使用 PowerDesign 设计物理模型。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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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方面：掌握数

据需求分析的概

念；掌握 E-R 数据

模型；掌握 E-R 图

实体的转换和联系

的转换；掌握

PowerDesign 开发

工具

2．能力、技能培养

方面：掌握数据流

程图的画法，掌握

E-R 数据模型的设

计，熟练掌握

PowerDesign 的使

用。

4

项目二
数据定义和

操作

（一）DDL 和 DML 语句

1.使用 DDL 语句维护数据表结构；

2.使用 DML 语句维护数据表内容。

（二）select 基本查询

了解 DDL 和 DML 语

句的使用，掌握

select 基本查询、

排序以及模糊查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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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lect 基本结构语法；

2.查询结果排序；

3.模糊查询

（三）聚合函数与分组查询

1.聚合函数；

2.分组查询；

（四）连接查询

1.内连接查询；

2.简单多表查询；

（五）实践教学内容：“司途网”旅

游系统数据库业务操作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select 基本查询、聚合函数、分组

查询以及连接查询。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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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用，熟练掌握

聚合函数以及分组

查询的使用，舒勇

掌握内连接查询以

及简单多表查询的

使用。

项目三 子查询

（一）单行子查询

1.子查询基本知识；

2.单行子查询应用；

3.子查询使用经验。

（二）多行子查询

1.in 比较符；

2.all 关键字子查询；

3.any|some 关键字子查询。

（三）子查询非典型应用

1.在 form 子句中使用子查询；

2.在 select 子句中使用子查询；

3.exists 关键字。

（四）在 DML 语句中使用子查询

1.在 update 子句中使用子查询；

2.在 delete 子句中使用子查询。

（五）实践教学内容：旅游线路基本

信息的管理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熟练

掌握各种子查询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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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子查询的概

念，熟练掌握单行

子查询，多行子查

询，关键字 in、

all、any|some、

exists 以及在 DML

中使用子查询

8

项目四 MySQL 编程

（一）T-SQL 常量与变量

1.T-SQL 常量；

2.T-SQL 标识符；

3.T-SQL 局部变量定义；

了解 T-SQL 语句与

存储过程的概念，

熟练掌握 T-SQL 流

程通知语句以及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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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set 语句为局部变量赋值；

5.使用 select 语句为局部变量赋

值；

6、T-SQL 全局变量。

（二）流程控制语句

1.begin…end 语句；

2.if…else 条件判断语句；

3.while 循环语句；

4.case 选择语句。

（三）系统存储过程与无参存储过程

1.系统存储过程

2.存储过程特点

3.用户自定义存储过程

4.创建不带参数的存储过程

（四）有参存储过程

1.带输入参数存储过程

2.带输出参数存储过程

（五）实践教学内容：旅游信息的处

理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T-SQL 语句、流程控制语句以及存储

过程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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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存储过程的使

用。

项目五
常见数据库

对象

（一）视图

1.视图的概念与特点；

2.视图的优点；

3.使用企业管理器创建视图；

4.使用 T-SQL 创建视图；

5.使用创建视图复杂查询。

（二）索引

1.索引概念；

2.索引分类；

3.创建索引；

4.使用 T-SQL 命令删除索引；

5.多列索引。

（三）数据库事务

1.事务概述

2.事务特性

3.事务的分类

4.MySQL 事务应用

（四）触发器

1.触发器概述

2.Instead of 触发器和 after 触发

器

3.Instead of 触发器实现数据新增

了解常见数据库对

象的概念，熟练掌

握使用视图对查询

进行优化、使用索

引提升查询的效

率、数据库事务以

及使用触发器对关

联数据进行自动维

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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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fter 触发器实现数据新增

（五）实践教学内容：旅游线路信息

的查询优化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视图、索引、事务以及触发器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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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六
MySQL 高级

应用

实践教学内容：聚零网数据库数据库

管理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数据库的模型的构建、生成和查询信

息、存储过程成的使用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 MySql 和

Navicat 的计算机

3.师资要求：软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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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数据查询、

存储过程、事务的

综合运用

8

学时合计：40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0%）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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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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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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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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睿，《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出版社：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2019.04.

[2]牛睿，《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项目实践》，出版社：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六、课程考核标准

（一）考核方式：机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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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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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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Web 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Java Web 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 210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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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高级查询与编程

后续课程 JavaEE 数据持久化框架 学时建议 108

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2/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JavaWeb 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Java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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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JavaWeb 程序设计》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更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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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企业 Java Web 开发岗位应用能力的目标。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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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设计动态 web 页面的能力；

（2）具备掌握页面 9 个内置对象的能力；

（3）具备使用 JDBC 操作数据库的能力；

（4）培养学生掌握流程图的绘制；

（5）培养学生能用 JSP 技术搭建网站平台。

2.知识目标：

（1）掌握 JSP 运行环境和其他动态网页技术；

（2）掌握 JSP 的语法；

（3）掌握 JSP 的内置对象；

（4）掌握数据库与 JDBC 技术；

（5）掌握 JavaBean、JavaServlet 技术；

（6）掌握 JSP 开发中的常用技巧。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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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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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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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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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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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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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p:setProperty> 、

<jsp:setProperty> 、

<jsp:useBean> 、 <

jsp:getProperty>。

（四）实践教学内容：JSP 语法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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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动作类语

法，熟练掌握注释、

声明、表达式和程

序段等。

8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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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的方

法、Out 对象的使用示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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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 JSP 的内置

对 象 ， 掌 握

request 对 象 、

response 对 象 、

session 对 象 、

application 对象

2.熟练掌握 JSP 的

几个内置对象的用

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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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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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熟练掌握通过

JDBC-ODBC 桥来访

问数据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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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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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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经验的老

师。

4.实践教学设备场地要求: 机房

1.了解 JavaBean，

懂得 JavaBean 技

术，掌握 JavaBean

的应用；

2. 熟 练 掌 握

JavaBean 编 程 技

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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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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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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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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七
会话跟踪技

术

（一）会话跟踪技术概述

1.会话跟踪原理；

2.会话及会话跟踪简介；

3.会话跟踪技术方式；

4.会话跟踪工作流程；

（二）Cookie 技术

1.Cookie 概述；

2.操作 Cookie；

3.Cookie 的有效期对应关系。

（三）实践教学内容：模拟会话跟

踪原理，制作一个网站皮肤功能。

1.实践目的及要求:通过两个

servlet 获取 sessionID 来模拟会

话跟踪技术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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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会话跟踪技术

的原理，懂得登录

功能 sessionID 的

获取，掌握 Cookie

进行数据缓存的实

现。

12

项目八 EL 表达式

（一）EL 表达式基础

1.EL 表达式的简介及定义；

2.使用 EL 访问变量；

3.使用 EL 访问 JavaBean；

4.禁用 EL 表达式；

（二）EL 隐含对象

1.pageContext 对象；

2.获取参数隐含对象；

3.访问作用域范围的隐含对象。

（三）EL 表达式的运算符

1.存取数据运算符

2.算术运算符

3.关系运算符

4.逻辑运算符

5.empty 运算符

了解 EL 表达式的

定义，了解并掌握

EL 表达式的隐含

对象，了解并掌握

EL 表达式运算符

的使用，能够正确

的讲数据在页面动

态展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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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件运算符

（四）实践教学内容：使用 EL 表

达式实现购物找零功能，使用 EL

隐藏对象传递数据，使用运算符制

作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1.实践目的及要求:使用EL表达式

来模拟购物及计算的功能，来达到

在页面动态展示数据的效果。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eclipse

的 PC。

3.师资要求:有JAVA编程经验的老

师。

项目九 JSTL 标签库

（一）JSTL 简介及核心标签库

1.JSTL 简介；

2.通用标签；

3.条件标签；

4.迭代标签；

（二）格式化标签

1.格式化数字；

2.格式化日期。

（三）实践教学内容：使用 EL 表

达式实现购物找零功能，使用 EL

隐藏对象传递数据，使用运算符制

作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1.实践目的及要求:使用EL表达式

来模拟购物及计算的功能，来达到

在页面动态展示数据的效果。

2.实践条件要求:安装了 eclipse

的 PC。

3.师资要求:有JAVA编程经验的老

师。

理解并掌握 JSTL

标签库的使用，掌

握 JSTL 通用标签、

条件标签、迭代标

签的使用，能够使

用 JSTL 标签格式

化数字及日期。

12

项目十 综合实例

（一）商品管理

1.增加商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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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商品管理板块

分类，懂得商品管

理板块分类，掌握

商品分类和查询，

熟练掌握商品管

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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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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合计：108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4%）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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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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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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考教材：

[1] 刘国彦，谭劲松，《Java Web 程序设计》，出版社：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 刘国彦，谭劲松，《Java Web 程序设计项目实践》，出

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六、课程考核标准

（一）考核方式：机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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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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 课程代码 210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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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web 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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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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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更好掌

握 ORM 技术的作用和实现细节，MyBatis 开发持久层应用的步骤，使

用 XML 方式和注解方式实现 MyBatis 开发，掌握 MyBatis 动态开发技

术，掌握 MyBatis 复杂结果集映射技术，掌握 MyBatis 缓存技术的应

用，从而达到企业 Java Web 开发岗位 Mybatis 框架应用能力的目标。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搭建 Mybatis 框架的能力；

（2）具备 xml 文件读写能力；

（3）具备动态 sql 的编写能力；

（4）具备 Mybatis 缓存技术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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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备使用 Mybatis 开发 web 项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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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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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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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

项目二

MyBatis

XML 方式

的基本用

法

1.MyBatis XML 方式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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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 MyB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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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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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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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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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GNL 用法 2.掌握 choose、

where、set、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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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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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方法

学时合计：48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5%）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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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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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或讲义、参考资料、教学网站、教学软件）等

3.参考教材：

[1]陈少成，董善志，《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出版社：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陈少成，董善志，《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项目实践》，

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六、课程考核标准

（一）考核方式：机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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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 210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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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EE 数据持久化框架

后续课程 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 学时建议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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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团队 软件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李维龙

制（修）订时间 2022/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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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更好掌

握 Spring 依赖注入、控制反转、AOP 面向切面编程三大核心内容，

Spring 框架的搭建，Spring MVC 数据校验与视图，Spring MVC 与

MyBatis 框架集成，从而达到企业 Java Web 开发岗位 SpringMVC 框

架应用能力的目标。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搭建 Spring 框架的能力；

（2）具备 Spring AOP 面向切面编程的能力；

（3）具备 Spring 注解驱动的使用能力；

（4）具备使用逆向工程生成 Spring 框架代码的能力；

（5） 具备使用 SpringMVC 框架技术搭建企业级项目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理解 Spring 框架基础，理解 Bean 的 ref 属性，注入集合

对象；

（2）掌握 AOP 基本概念和术语，正则表达式方式匹配切面，前

置增强；

（3）掌握手动搭建 Spring MVC 工程，注解驱动的控制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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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数据；

（4）掌握数据校验，控制层传参，视图标签；

（5）掌握 MyBatis 代码自动生成工具，掌握 Spring MVC 如何集

成 MyBatis；

（6）掌握 Mapper DAO 方法的使用。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学生规范编码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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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AOP 基本概念和术语

1.AOP 概念

通过 AOP 的术语

理解 AOP 的目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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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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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三）前置增强

1.使用 AOP 完成前置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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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三

Spring 持

久化层和

事务管理

（一）配置数据源资源

1.JdbcTemplate 介绍

2.ComboPooledDataSource 创

建数据源

3.通过 Spring 配置创建数据源

4.properties 文件配置创建数

据源

（二）JdbcTemplate 的单表操

作

1.通过 JdbcTemplate 模板修改

数据

2.通过 JdbcTemplate 模板删除

数据

3.通过 JdbcTemplate 模板单表

查询

（三）Spring 的事务管理

1.Spring 事务管理的核心接口

2.XML 方式完成 Spring 事务管

理

3.注解方式完成 Spring 事务管

理

掌握使用

JdbcTemplate

对数据库进行增

删改查操作，理

解并掌握

Spring 事务的

运用，并能够使

用 XML 的方式进

行配置。

12

项目四
Spring

MVC 框架

（一）手动搭建 Spring MVC 工

程

Spring MVC 的体

系结构、手动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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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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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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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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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六

Spring

MVC 与

MyBatis

框架集成

（一）MyBatis Generator 自动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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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对

Spring MVC 和

MyBatis 框架的

整合，基于架构

完成编码实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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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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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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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八 综合项目

（一）客户信息列表分页功能的

实现

1.使用 SSM 开发环境实现客户

信息列表分页功能

2.带分页功能的客户信息列表

开发

3.分页功能的实现

（二）客户信息列表多条件查询

功能的开发

1.实现客户信息列表多条件查

询

（三）新增客户信息功能开发

1.实现新增客户信息

（四）客户信息修改和批量删除

功能

1.客户信息修改功能开发

2.客户信息批量删除功能开发

能够整合

SpringMVC 框

架，能够创建相

应的数据库表

表，利用

SpringMVC 综合

解决项目中的增

删改查操作。

16



102

学时合计：108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0%）
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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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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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教材：

[1]张力，朱飞，《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出版社：中国地

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2]张力，朱飞，《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项目实践》，出版社：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04.

六、课程考核标准

（一）考核方式：机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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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E 高效前端开发》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VUE 高效前端开发 课程代码 2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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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企业级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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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05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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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依据《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级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对《VUE 高效前端开发》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VUE

高效前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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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VM 设计模式、Vue.JS 开发模式、Vue 模板语法、Vue 基

本指令、Vue 过滤器、计算属性和组件。

（二）具体目标

1.能力目标：掌握 Vue 开发 SPA 模式 Web 页面。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MVVM 设计模式、

Vue.JS 开发模式、Vue 模板语法、Vue 基本指令、Vue 过滤器、计算

属性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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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e 基础认识

（一） Vue 介绍

1、MVVM 设计模式；

2、Vue 生命周期。

3、前后端分离的优缺点。

（二）Vue 语法

1、el、data、methods、template 数据选

项的作用及语法；

2、插值、数据绑定及表达式；

（三）实践教学内容：创建基于 Vue 的 Web

1．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方面：理解 MVVM 设

计模式和 Vue 生命周

期，掌握 Vue 基本语

法、Vue 数据选项和

Vue 开发模式；

2．能力、技能培

养方面：开发前后端

分离的Web应用程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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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创建

Vue 的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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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e 模板和指

令

（一）Vue 模板

1、Vue 模板介绍；

2、Vue 模板语法；

3、Vue 模板使用示例。

（二）Vue 指令

1、Vue 指令介绍；

2、v-on、v-bind、v-if、v-show、v-for

指令的用法；

3、v-on、v-bind、v-if、v-show、v-for

指令使用示例；

（三）实践教学内容：创建 SPA 的企业网

首页页面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Vue 模

板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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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Vue模板和指令，

掌握 template 属性，

掌握 v-on、v-bind、

v-if、v-show、v-for

指令的用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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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Vue 计算属性

（一）v-model 和表单

1、v-model 基本用法

2、绑定值

3、修饰符

4、异步加载

（二）计算属性和监听

1、计算属性介绍

2、计算属性的用法

3、计算属性缓存

4、计算属性与监听。

（五）实践教学内容：商品列表查询和排

序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

v-model 和表单，计算属性和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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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odel和表单，

计算属性和监听的用

法。

12

项目四
数据验证和模

型绑定

（一）组件基础

1、Vue 组件的作用；

2、Vue 组件的使用。

（二）组件高级

1、Vue 组件的复用；

2、Vue 组件的注册，

3、Vue 子父级组件通信。；

（三）实践教学内容：电子商务网站首页

设计

1.实践目的及要求: 通过训练掌握母版页

掌握Vue组件的作用，

Vue 组件的使用、复

用，Vue 组件的注册，

Vue 子父级组件通信

的用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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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控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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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合计：48 学时（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75%）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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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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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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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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 高效前端开发》，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版本：第一版；

（2）《VUE 高效前端开发项目实践》，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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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软件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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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

为了掌握高级软件开发行业的发展趋向及对人才需求状况，为了

了解毕业生状况，研究分析课程体系、教学组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以利于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方法。同时了解

企业对人才素质、理论知识、编程能力的要求和期望，从而为本专业

提供优化学习领域、改善教学管理的依据，及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可

靠数据。实现学院专业有的放矢的为社会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

二、调研时间

（一）集中调研时间

2022 年 4月至 2022 年 5月

（二）长期调研

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合作企业、毕业生回访、猎头公司拜访、问

卷调查等机会进行调研。

三、调研对象

（一）顶岗实习企业

（二）毕业生

（三）从业在职人员

四、调研方法

（一）交流访谈：我们和来校招聘的 8家企业进行了交流，整理

分析了各公司招聘的岗位、每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和要求。这些公司是

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联友、上海携程旅行网、北京中普友

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恒拓开源（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领

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爱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翔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等。

（二）用人单位问卷调查

主要调研企业对本对专业毕业学生职业素质、专业技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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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期望人才的规格。

（三）网络调研

本次调研采用网络和微信调研，通过与学校专业带头人，企业（公

司）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人员微信或电话沟通，以及

通过相关招聘网站数据分析了解相关信息。

（四）毕业生问卷调查

主要通过 Email、电话、问卷等形式对顶岗实习企业、毕业生、

从业在职人员进行调研。主要调研毕业生就业率、平均收入、专业对

口率、工作满意率。

同时征询毕业生对软件开发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效果、教学条件

和改进点方面的意见。

从业在职人员：主要调研 1 年-2 年、3年-4 年、5 年以上三个阶

段的工作年限的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所在企业人数比例

五、调研内容

（一）行业调研

近年来，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迅速，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软件

产品的质量、应用水平和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编撰的《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鉴》相关数据统计，我国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达到 673 万人，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28万人，同比增长 4.7%，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产业升级及政

策支持下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两化融合”、“互联网+”行动计

划、大数据战略、建设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以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演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需求不断得到激发，强劲的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服务需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源成本的

持续上涨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价值日

益凸显，中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根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将达突破 8万亿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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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从业人员将达 900 万人。此外，规划对信息安全产品首次提出了发

展目标，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信息

安全产品的营业收入达到 2000 亿元。

从全球范围来看，软件业不仅是整个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中增长最

快速的部门，也是创新最活跃的部门。近年来，在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下，软件产业不断进化创新，软件定义芯片、

软件定义硬件、软件定义服务、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服务器、软

件定义数据中心等新理念层出不穷，软件正以跨界融合的新面目展现

在世人面前，逐步成为整个世界的核心和灵魂。从软硬件关系看，随

着摩尔定律逐渐逼近物理极限，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

技术的大力推动下，信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导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软件开始主导硬件和系统，芯片正在变成“固化的软件”，软件的地

位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技术与业务的关系看，软件正在主导和定义经

济社会各领域业务运行的基本理念和模式。软件不再是处于从属地位

的工具，生产领域出现的“工业互联网”、“工业 4.0 战略”等，消

费领域涌现的打车软件、互联网金融等，都是软件技术与业务知识深

度融合、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紧密结合，从而重新定义传统业务

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表现。

（二）第三方平台调研

本次调研对前程无忧进行调研，7月 21 日对前程无忧上近 1 个

月的数据进行调研，前程无忧最大岗位显示数据为 100000 条，超过

100000 条，岗位无法显示，添加关键字为计算机软件和软件服务，

对相应的岗位进行搜索，岗位分类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如下图所示，

共计招聘信息 100000 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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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类型

然后对大专学历要求的岗位进行调研，在筛选条件中学历这一栏

加上大专，结果如图所示，由图所知，目前我国计算机行业对大专生

的需求仍然很大。

图 4大专学历计算机类岗位统计

对大专学历岗位需求进行统计可以得到如图 5 所示结果，从图 5 可以看出，目前大专

对大专学历岗位需求进行统计可以得到如下图所示结果，从下图

可以看出，目前大专生在后端开发及运维和技术支持上的需求较大。



113

在条件中添加经验要求为应届生/在校生，可以看到计算机行业

对大专生毕业生的岗位需求为 20739 个。如下图所示

图 6 大专毕业生岗位需求统计

在对应届生工作岗位的统计中，发现目前适合大专生的和计算机

相关的应届生/在校生初始工作岗位有：c#开发实习生，计算机工程

师实习生，.net 后台开发助理，初级计算机测试工程师，前端开发

实习生，计算机实施工程师，.net 实习工程师，售前支持，UI工程

师，运维工程师，计算机助理工程师等。

（三）企业调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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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比亚

迪股

份有

2022/5/10 陆建

林、

陈依

依

程 萍 -

设计师
13632997340

广东深

圳龙岗

区宝坪

路 1号

比亚迪主营业务覆盖 IT和汽

车两大产业群：IT 产品包括二

次充电电池、液晶显示屏模

组、塑胶壳、键盘、柔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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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

司

板、摄像头、充电器等手机零

部件

2

深圳

联友

2022/5/13 李维

龙、

杨拓

喻 璨

(2011

年毕业

生)-项

目经理

13692531675 深 圳市

深 南中

路 2010

号 东风

大厦 22

楼

提供汽车辅助设计服务、生产

制造及营销、数据服务、客户

服务的全价值链信息服务企

业。公司下设五个事业部，包

括信息服务事业部、云服务事

业部、客户服务事业部、数字

应用服务事业部、汽车辅助设

计事业部

3

上海

携程

旅行

网

2022/5/17 李佳

楠、

郑卉

施 程 -

经理

15071001520 上 海长

宁 区福

泉路 99

号 携程

网 络技

术大楼

综合性旅行服务公司，携程旅

行网向超过 5000 万注册会员

提供包括酒店预订、机票预

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

惠商户以及旅游资讯在内的

全方位旅行服务。

4

北京

中普

友通

软件

技术

有限

公司

2022/5/21 李维

龙、

龚祖

兴

马 婷 -

人事

010-88555540-812 北 京市

海 淀区

四 季青

路 8 号

郦 城工

作 区

410-411

友通外事审批系统、友通捷报

网络报表数据处理系统、友通

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系统、

Global TMS 翻译流程管理系

统、IETP Studio 飞机交互式

电子技术出版物管理系统、

ThinkTerm 术语管理平台、

AlignFast 多语言平行语料库

智能采集系统。

5

恒拓

开源

（北

京）

信息

科技

有限

公司

2022/5/22 骆训

星

任 霞 -

人事

010-62960888 北 京市

海 淀区

上 地三

街 9 号

嘉 华大

厦E座7

层

由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创办的、

致力于开源软件技术研究与

发展、定位于为中国大型企业

单位提供软件开源化技术服

务以及为软件技术人员提供

开源技术培训的高新技术企

业。

6

上海

领海

信息

科技

有限

公司

2022/5/11 陆建

林、

陈依

依

姜 松

（2017

年毕业

生）

18772797521 上 海市

浦 东新

区 杨南

路 455

号 郭家

花 园 a

座 410

室

服务于政府机构、公共部门、

公用事业机构、国内外金融机

构对信息系统的需求。面向众

多期待信息技术支撑的行业

与 领 域 ， 领 海 科 技

（leadinghigh）以客户行业

需求为着眼，凭借专业的技术

实力与不断创新的工作理念，

提供卓越的服务以及符合行

业高标准的软件产品和解决

方案，满足行业的专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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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客户事业的进步。公司精

益求精的技术队伍和全周期

的支持服务还将为客户管理

品质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

供可持续的保障。

7

上海

爱宝

医疗

器械

有限

公司

2022/5/20 李维

龙、

杨拓

龚 泉

（2017

年毕业

生）

13761097923 上 海市

宝 山区

宝 山区

长 逸 路

15 号复

旦 软件

园 B 橦

812 室

公司以家用医疗产品起步经

营生上物医学各类产品：医疗

器械、生物器材、生物试剂及

医学软件。

8

上海

翔明

信息

技术

有限

公司

2022/5/18 李佳

楠、

龚祖

兴

吴 磊

（2017

年毕业

生）

13636550433 上 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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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从 事 企 业 管 理 软 件

(ERP)、物流管理系统、CRM 系

统、销售系统、智能仓库管理

系统、服装业、组装加工业系

统的软硬件开发、销售，并提

供相关的咨询、实施服务。

2、行业企业调研情况

2.1.高级软件开发行业发展现状

（1）软件行业现状

软件行业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重点支持和鼓励的行业。

近几年软件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业务一直是软件行业收入占比最高

的两大类业务，合计收入占比一直保持在全行业的 50%以上。该两类

业务随着软件行业的发展实现了平稳增长。而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

新、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是新时期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涌现，也为软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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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新的活力。

（2）软件开发行业宏观发展现状

2021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平稳向好发展态势，

收入和利润均保持较快增长，从业人数稳步增加;信息技术服务加快

云化发展，软件应用服务化、平台化趋势明显;中部地区软件业增速

较快，东部地区保持集聚和领先发展态势。2021 年，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 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1768

亿元，同比增长 15.4%。实现利润总额 9362 亿元，同比增长 9.9%;

人均实现业务收入 106.6 万元，同比增长 8.7%。

总体来说，我国网络购物（Web 软件程序应用）整体延续了高速

发展的趋势，并且在网民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背景下，网络购物应用

依然呈现迅猛的增长势头。当前，居民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性明显提升，而网络零售更是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抓手。在网络

购物用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的同时，市场结构也进入加速优化期，电

商企业间展开平台化、开放化战略，企业间呈现竞合态势。

2.2.软件行业技术水平发展趋势

（1）网络化趋势

网络化成为软件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计算技术的重心正在从计

算机转向互联网，互联网成为软件开发、部署与运行的平台，将推动

整个产业全面转型。软件即服务 （SaaS）、平台即服务（P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等不断涌现，无论是泛在网、物联网还是移

动计算、云计算，都是软件网络化趋势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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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化趋势

服务化成为软件产业转型的本质特征。软件构造技术和应用模式

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云计算是软件服务化的一种主流模式，它

可以按照用户需要动态地提供计 算资源、存储资源、软件应用等资

源，具有可动态伸缩、使用成本低、可管理性好、节约能耗、安全便

捷等优点。在服务化趋势下，向用户提供软件服务所带来的体 验成

为竞争的决定因素。

（3）智能化趋势

智能化是软件技术发展的永恒主题。智能化是在海量信息基础上

实现知识的自动识别，赋予信息系统自适应能力，大幅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软件的感知范围逐步由温 度、水、气、物体等物理形态向意

识思维领域拓展，软件将能够从复杂多样的海量数据中自动高效地提

取所需知识，软件开发语言更加高级化，开发工具更加集成 化。

（4）平台化趋势

平台化是软件技术和产品发展的新引擎。操作系统、数据库、中

间件和应用软件相互渗透，向一体化软件平台的新体系演变。硬件与

操作系统等软件整合集成，可降 低 IT 应用的复杂度，适应用户灵

活部署、协同工作和个性应用的需求。平台化趋势下，软件的竞争从

单一产品的竞争发展为平台间的竞争，未来软件产业将围绕主流软件

平台构造产业链。

（5）融合化趋势

融合化是软件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空间。软件技术和产业正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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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融合阶段。一方面，软件的技术体系、业务领

域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软 件与硬件、软件与网络、产品与业

务、软件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相互融合不断深化。融合化趋势催生了

大量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6）结论

互联网的普及为软件行业再次拓宽了应用的领域。同时，新的软

件应用模式被催生，继而要求更加先进的软件技术引入软件开发，即

需求更多的优秀的高级的软件开发人才。

在网络的大环境下，催化出大量软件开发、管理专业相关就业岗

位、及市场提供更大的平台，让优秀的软件开发人才施展自己的才华。

这也充分为我系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更坚定本专业

培训高素质软件开发专业人才的信心。

（四）顶岗实习企业调研情况

本次顶岗实习企业调研涉及信息技术企业主要的就业岗位包括

技术支持人员、项目管理人员、 Web 前端开发人员、JavaWeb 开发人

员、软件实施人员、软件测试人员等初中高级岗位，这些岗位都适合

高职高专及本科毕业生就业。

软件技术专业岗位 岗位个数 所占比例

Java 开发工程师 50 13.89%

技术支持人员 20 5.55%

项目管理人员 20 5.55%

Java Web 开发人员 140 38.89%

Web 前端开发人员 55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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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实施人员 35 9.72%

软件测试人员 40 11.11%

1、企业意见及评价

根据近被调查企业反馈的意见及对毕业生的评价，本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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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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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沟通协调能力

较强 27.1

一般 9.5 一般 32.4

较差 2.5 较差 40.5

敬业精神

较强 77.3

基础理论知识

较强 28.6

一般 22.5 一般 50.6

较差 0.2 较差 20.8

工作态度

很好 87.3

专业动手实践能力

较强 70.5

一般 12.6 一般 19.3

较差 0.1 较差 10.2

吃苦耐劳精神

较强 87.5

创新能力

较强 6.8

一般 11.5 一般 50.2

较差 1 较差 43

心理素质

较强 42.2

独立工作能力

较强 53.4

一般 53.5 一般 30.8

较差 4.3 较差 15.8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调查分析表

从以上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企业认为毕业生在本专业知识方面及

动手实践能力方面能基本满足工作需要。但是心理素质、沟通协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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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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毕业生调研

就业率、平均薪资、专业对口率、满意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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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专业课程设置提出

了个人的看法。

课程名称 认为非常有用的人数

使用 Java 语言进入软件编程世界 8

使用 MySql 管理和查询数据 90

MySql 数据库管理和高级查询 98

使用 Oracle 管理和查询数据 55

使用 C#窗体技术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 65

使用 Java Web 开发 Web 应用程序 56

使用 ADO.NET 开发三层架构应用程序 70

使用 C#高级特性开发企业级应用 77

使用企业库开发企业级应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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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VC 模式编写企业级.NET 应用 89

使用 WCF&Silverlight 技术开发企业级应用 34

使用 Photoshop 设计程序界面 41

使用 HTML 语言开发商业站点 32

使用 DIV+CSS 设计 WEB 页面布局 67

使用 Ajax 改善用户体验 64

项目管理 58

软件测试技术 75

（注：课程为多选项）

（五）从业在职人员调研

主要调研 1 年-2 年、3年-4 年、5年以上三个阶段的工作年限的

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K）、所在企业人数比例、对目前状态满意度。

从图表中看到，1 年-2 年的从业人数占较大比例，比较高端经验

丰富的较小比例，这方面的人才，还是相当紧缺。

1、调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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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人才正是市场所需求的

本专业以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融“职业素质、职业技能、项目

经验”为一体，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以企业真实项目为驱动，

带动教学，强化职业技能训练，促进学生应用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采用先进的教育教学形式：小班化教育。提高系部、讲师、辅导

员对学生情况了解，亲和力；增强教学反馈的效度和强度，达到教学

过程的控制及优化；实现培优补差，人人参与项目，从而达到本专业

培养高素质、强技能、项目经验全覆盖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确保完善的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及优化教学过程。

根据调研数据及分析，2021 年高职软件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作出调整的主要在以下方面：

（1）企业和毕业生反映学生沟通协调能力较差，主动意识不强。

进入工作状态较慢。因此专业修订中应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加强

学生素质教育。让学生提前认识企业、认识工作，培养学生适应企业、

适应社会、团队合作能力和素质。

（2）企业和毕业生反映学生创新能力较差。特别是软件开发企

业，按部就班的工作较少，大部分工作要求学生进行设计、创新。因

此修订中应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通过技能竞赛、参与教师社会服

务项目开发等形式，锻炼学生参与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提高

学生职业综合能力。

（3）由毕业生对开设的学习领域课程调研结果，分析后课程体

系应保留并加强《数据库应用与实施技术》、《SpringMVC 企业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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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发》、《Vue.js 高效前端开发》、《项目管理》（课程的学习

为学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并加入《软件实施》同时加强项目实训

的力度、强度、质量以确保毕业生面试成功率、并快速适应企业开发

节奏。

六、调研结果和教学改革建议

（一）调研结论

软件技术现已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具

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互融性和应用普遍性。要求本专业的学生具有

较宽的知识面，思路开阔，有创新意识。突出适应社会、应用广泛的

岗位需求的职业技能培养。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通常

有两个主要依据，一是知识分类，即学科分类；二是社会服务对象或

领域分类，即职业分类。就高职教育而言，其专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学科专业”，而主要是“技术专业”。技术专业的知识构成不像普

通高校的学科专业那样强调专业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而

是由与职业岗位技术工作相关联的有关知识构成。技术专业知识强调

职业岗位技术工作的针对性、适应性和应用性。计算机信息管理（软

件技术）专业就是一个“技术专业”，计算机的软件硬技术平均 18

个月就会更新一次，因此专业的课程设置一定以职业岗位群和新技术

的调查分析为依据。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对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统计，我们得出

如下岗位能力所应具备的技术：使用一种程序设计语言编程实现某种

功能的能力；掌握中、小型计算机设计与开发技术；掌握网页、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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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开发技术，掌握数据库的设计、组织与管理能力，掌握网站

与数据连接、存储技术，网站设计与制作、网页制作、图形图像处理

能力。

（二）教学改革建议

1、专业化

计算机的科目非常多，从就业方向上可以分为网站开发、游戏软

件开发、服务软件开发、移动软件开发;开发工具更是多种多样，

c#,java，c++,python 等，每种工具有其适合的开发领域。而高职学

生真正教学只有两年，四个学期，根本无法学习所有的课程，更加无

法精通。高职教育具有专向性，我们需要为岗位量身定做学生类型，

把专业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更加细化，把专业知识做到“专”、“细”、

“精”。

2、课程设置不断更新

随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所需人才缺口不断加大，除了高校的大

量招生之外，这会的职业培训也在不断壮大，所以我们在进行课程设

置的同时也应该借鉴职业培训的课程体系，根据软件行业的发展不断

调整课程体系。

3、应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毕业生紧紧掌握已有的知识是完全

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所以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要注重再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此外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也是用人单位重视的重点。



125

4、强化学生就业指导

将学生推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就业指导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教会学生如何面企业的面试。学生的接触面

较窄，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一些就业指导，一方面要树立校企挂钩

或校企合作的机制，一方面要形成是和软件专业特点和区域特色的学

生就业推荐模式，建立和疏导学生就业渠道。

七、其他

附件 1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调查问卷（顶岗实习企业调研）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这份问卷，协助我们完成这项调查任务！

本问卷仅供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进行调查，以提升本专

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您的回答均不存在正确与否，业务好坏之分，更不影响

您和您单位的工作及您与单位的关系，结果只是为了更好的促进我院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请惠于合作，事实求是。将您的选项用“√”

标出，需要填写的内容请写在横线上，如有不足，可以另外附页。谢谢！

为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方便后续向您请教，恳

请您告知您的部分信息，不胜感激！

企业名称

填表人 职务 企业规模 填表时间

本企业内本专业人员

结构

□博士（ 人 / %） □硕士（ 人 / %） □本科（ 人 / %）

□高职（ 人 / %） □中职（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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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对高职层次专

业人才需求

需求：□1-3 人；□4-6 人；□更多人

变化趋势：□上升；□下降；□无变化

薪酬标准：□1000 元以下；□1000-2000 元；□2000-3000 元；□更多薪酬

本企业能为该专业学

生提供哪些类型的工

作岗位

□ 软件开发 □ 软件测试 □ 实施工程师 □ 软件维护 □ 软件销售

企业还能为该专业学生提供哪些类型的工作岗位：

1.

2.

企业为学生分派的典

型工作任务

□ 用户需求分析 □ 编写程序代码 □ 数据库设计与维护 □ 软件测试

□ 编写技术你文档 □ 软件运维 □ 软件技术支持 □ 软件销售

□ 项目管理 □ 前端设计 □ 硬件 □ 网络

企业对学生的专业素

质与专业能力评估

职业道德 ○ 较强 ○ 一般 ○ 差

敬业精神 ○ 较强 ○ 一般 ○ 差

工作态度 ○ 较强 ○ 一般 ○ 差

吃苦耐劳精神 ○ 较强 ○ 一般 ○ 差

心理素质 ○ 较强 ○ 一般 ○ 差

沟通协调能力 ○ 较强 ○ 一般 ○ 差

基础理论知识 ○ 较强 ○ 一般 ○ 差

专业动手实践能力 ○ 较强 ○ 一般 ○ 差

创新能力 ○ 较强 ○ 一般 ○ 差

独立工作能力 ○ 较强 ○ 一般 ○ 差

企业认为该专业学生

需学习的几门课程

□ 算法 □ 程序设计 C++ □ 前端 UI 框架 □ 操作系统 □ 数据结构

□ .NET □ Delphi □ 前端 JS 框架

企业认为该专业学生还需要学习哪些课程（软件）：

1. 2. 3.

企业认为该专业学生

最需要解决的突出的

知识缺陷

□ 系统设计不够深入

□ 专业面太宽，专业知识不够精通

□ 理论知识薄弱

□ 人文素养欠缺

□ 编码能力欠缺，项目经验不足

企业认为该专业学生还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

1.

2.

3.

来自企业的其他建议

（可另附纸）

（您的建议对我们非常重要，谢谢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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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调查问卷（毕业生调研）

亲爱的同学：

你好！为了了解我校毕业生今年就业情况，开展一项问卷调查，搜集毕

业生就业情况的一些宝贵求职经验，为今后学弟学妹的就业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

提高我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请各位毕业生支持协助好本次调查活动，谢谢！

1、性别：

○ 男 ○ 女

2、你选择软件技术专业是因为？

□ 听家长、老师或朋友建议 □ 自己喜欢 □ 就业前景好 □ 其它

3、你觉得软件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合理吗？

○ 合理 ○ 一般 ○ 不合理

不合理请备注原因： (必须

填写)

4、你认为我们专业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 不清楚培养目标 □ 课程学不懂 □ 师资力量不足 □ 教材不

合适

□ 核心课程课时太少 □ 实践练习太少 □ 教学模式不好

□ 其它

1、

2、

3、

4、

5、你喜欢什么样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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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前沿 ○ 生动有趣 ○ 实用性强 ○ 浅显易懂

6、你最喜欢的课程（请填写具体名称）

7、你希望开设的课程

8、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可多选)

□ 严格 □ 知识渊博 □ 认真负责 □ 讲课生动活泼 □ 个人魅

力/风格

9、目前的就业情况：

○ 已落实工作 ○ 尚未落实工作

10、你认为目前就业形势如何？

○ 严峻 ○ 正常 ○ 较好 ○ 很好 ○ 非常好

11、你对目前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是否了解？

○ 一点不了解 ○ 不太了解 ○ 了解 ○ 非常了解

12、你期望的月薪水平是？

○ 2000-3000元 ○ 3000-5000元 ○ 5000-8000元 ○ 8000元以上

13、你主要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招聘信息？

□ 学校推荐就业 □ 其他招聘网站 □ 老师同学告知 □ 亲戚朋

友介绍

14、你一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招聘单位？

□ 校园宣讲和招聘信息发布 □ 单位网站和宣传册

□ 实地参观 □ 进入实习单位

□ 向内部或相关知情人打听

15、你认为用人单位最关心毕业生的条件是？（根据以下选项进行排序）

□ A. 专业成绩 □ B. 专业技能 □ C. 综合能力

□ D. 社会经验 □ E. 发展潜力

排序：

16、您认为下列哪些因素对就业最有影响？（根据以下选项进行排序）

□ A. 学校的社会声誉 □ B. 所学专业 □ C. 个人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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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个人的实际能力 □ E. 社会关系

排序：

17、你认为目前自己最欠缺的素质主要是？（根据以下选项进行排序）

□ A. 专业知识技能 □ B. 基本的解决问题能力 □ C. 沟通协

调能力

□ D. 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能力 □ E. 相关工作或实习经验

排序：

18、你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过以下哪些问题？（根据以下选项进行排序）

□ A. 难以确定就业方向 □ B. 不了解就业市场 □ C. 性别歧

视

□ D. 对用人单位缺乏了解 □ E. 缺乏工作经验

排序：

19、您认为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具竞争实力的方面是？（根据以下选

项进行排序）

□ A. 学习成绩 □ B. 专业技能 □ C. 学生干部经历

□ D. 实习经历 □ E. 考试证书

排序：

20、你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做何种态度?

○ 乐观 ○ 一般 ○ 悲观 ○ 不清楚

21、对专业的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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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调查问卷（从业在职人员调研）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这份问卷，协助我们完成这项调查任务！

本问卷仅供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进行调查，以提升本专

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您的回答均不存在正确与否，业务好坏之分，更不影响

您和您单位的工作及您与单位的关系，结果只是为了更好的促进我院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请惠于合作，事实求是。将您的选项用“√”

标出，需要填写的内容请写在横线上，如有不足，可以另外附页。谢谢！

1、您的性别？

○ 男 ○ 女

2、您是否是软件专业的？

○ 是 ○ 不是 ○ 只参加过专业培训

3、您从事软件专业多少年了？

○ 一年以下 ○ 2-5 年 ○ 5-10 年 ○ 10 年以上

4、您现在所在的职业是？

○ 软件开发 ○ 软件测试 ○ 系统实施 ○ 其它（请写出）

5、您对现在的工作状态是否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6、您目前的月薪是？

○ 1万以内 ○ 1-2 万 ○ 2-3 万 ○ 3-5 万 ○ 大于 5万

7、您觉得现在软件开发这个行业发展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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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门 ○ 还不错 ○ 相对落后 ○ 很冷门

8、您怎么看待软件开发行业的发展前景？

○ 会变得更热门 ○ 会变得更稳定 ○ 发展将会呆滞 ○ 其它

9、在您眼中，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应有的月收入是？

○ 3000-5000 元 ○ 5000-8000 元 ○ 8000-15000 元 ○ 其它

10、 据您了解，目前我国的软件企业的普遍经营状况是？

□ A. 只注重技术提高，不注意内部管理

□ B. 缺乏高技术人才

□ C. 人才流失量大

□ D. 企业本身缺乏完善的绩效管理系统

□ E. 其他

11、 您认为要成为软件开发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 A. 有耐心，心思缜密

□ B. 专业知识丰富

□ C. 具有创新精神

□ D. 有团队合作精神

□ E. 其他

12、 您工作过程中最常使用的编程语言

□ A. Java □ B. Python □ C. C++ □ D. C □ E. JavaScript

□ F. C# □ G. Ruby □ H. PHP □ I. Objective-C

13、 您最想学习的编程语言

□ A. Java □ B. Python □ C. C++ □ D. C □ E. JavaScript

□ F. C# □ G. Ruby □ H. PHP □ I. Objective-C

14、 您工作过程中，最常使用的数据库

□ A. MySQL □ B. Oracle □ C. SQLServer □ D. Redis □ E. MongoDB

□ F. Sqlite □ G. Hive □ H. 其他

15、 您理想的目标月薪？

○ 1万以内 ○ 1-2 万 ○ 2-3 万 ○ 3-5 万 ○ 大于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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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希望学校从哪些方面提升学生的能力？

附件 4:学校党委会审定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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