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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大学教学云平台始建于 2008年；2014年《天津职业大学教学云平

台建设》项目又追加投资 105万元；2015、2019年又先后获得 60余万元，实现

了平台持续的发展与优化完善 

多年来，天津职业大学教学云平台因运行稳定、功能强大、技术保障能力强

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在线课程已经达到 2000余门，开通师生实名制教学空

间 1.9万多个，师生访问总数超过 1.4亿人次，教学云平台已经成为天津职业大

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技术支撑，教学信息化的核心支撑。 

一、 应用基础 

（一）应用规划 

学校出台了《关于调整天津职业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附件

二：津职大【2011】25号）确立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领导机构及职责分

工，明确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责任主体；学校还出台了《关于成立天津职

业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的通知》（附件二：津职大党【2019】83号）明

确了网络教学空间安全的领导机构与责任分工，明确了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安全

责任主体；学校还出台了《天津职业大学提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附

件三：津职大〔2017〕53号），成立提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对学

校所有与办学能力提升相关的项目建设、实施、资金管理、考核与惩罚均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这其中也包含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项目的建设、实施、考核与

奖惩。  

（二）空间功能 

天津职业大学网络教学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管理功能，能实现学校、学院、

专业、个人、课程等不同级别的资源管理与共享使用，所有资源均能够实现完备

的版本控制、实现灵活的权限设制和高效、便捷的资源检索，能大大提高师生对

资源的检索、与共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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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平台的资源管理界面 

天津职业大学网络教学平台能通过“机构管理”实现不同院系、专业的管理

与控制，能为不同的院系构建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社区，不同院系师生可以开展具

有专业特色的社区活动。（备注：由于高校学分制的逐步推进，班级的概念在网

络教学平台逐步淡化，天津职业大学重点突出以课程为核心的师生教学，这符合

高校教学现状） 

 

网络教学平台通过“机构管理”创建属于不同院系的社区 

学校平台具有强大的网络课程开发、网络教学开展、网上学习、移动学习、

在线作业、在线考试、互动交流、考核评价、学业预警等功能。是教师备课、教

研、资源管理与共享利用、网络教学、教学改革的利器；是学生课前预习、课后

复习、在线学习、在线作业、在线测试、互动交流的利器。（备注：高校的特点

决定了家长较难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学校有其他平台可以与家长沟通交流，所以

在天津职业大学的网络教学平台没有开发家长的参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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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开发 

 

在线学习 

 

小组协作学习设制界面 

 

在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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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考试 

 

在线考试现场 

 

在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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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博客 

 

课程 wiki 

 

课程日志 

 

成绩管理 

 

学业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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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OS、安卓智能终端的移动学习 

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具有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能为学校的资源建设、师资分

析、利用效率、教学效果、学习状态、考核与与评价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为教

师的教学诊改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平台历史访问总人次突破 1.3亿 

 

平台数据统计总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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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课程、资源、用户、使用情况报表 

 

全部课程访问排名 

 

所有课程资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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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院课程使用情况统计 

 

所有空间用户使用情况统计 

 

《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每月、周、日使用情况统计 

 

《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各章节、功能区使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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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所有注册学生使用情况统计 

 

《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所有注册学生讨论情况统计 

 



 12 / 48 

 

《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使用总时长及每个学生学习时长统计 

（三）学校配套条件 

天津职业大学建设了完备的 IPV4和 IPV6 双栈校园网，实现了北辰主校区、

海河园校区 10GB 光纤互联，实现了两校区室内无线网络全覆盖，打造了两校区

无差异、一体化网络。目前学校开通教育网专线 1000MB（含 IPV6网络

500MB）、电信专线 800MB、联通专线 500MB，学校网络出口总带宽达到

2.3MB，为师生提供了高速、优质、稳定、可靠的信息化环境，有效保障了网络

教学空间的建设与应用。（备注：天津电信还在天津职业大学宿舍区开通了

10GB商业网络，也有效满足了师生旺盛的用网需求） 

 

学校网络专线出口及两校区网络拓扑图 

 

学校无线网络全覆盖示意图 

学校目前配备了学生机房 40多间，多媒体教室 160多间，各类具有上网功

能的会议室、报告厅、交流室 30多间；拥有台式机、无盘工作站、云桌面等各

类电脑终端 3000 多台，能为教师提供便利网络教学需求，也能满足学生课上便

捷地网上学习需要；同时，据统计，学校教师智能手机覆盖率 95%以上，学生智

能手机覆盖率 100%，天津职业大学还为教师提供了无限量地免费 wifi流量，为

学生提供了 5GB/月的免费 wifi流量，能有效保障师生移动学习的需要。这一切极

大地促进了学校网络教学地开展。 

（三）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开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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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目前天津职业大学网络教学平台注册开通网络教学空间 16524 个，已

经覆盖全部师生，实现了“一人一空间，人人用空间”，学院、专业空间开通率

也达到 100%。（备注：天津职业大学暂时未创建社团等特色空间） 

 

网络教学平台开通教学空间总数 

二、 创新应用 

（一）教学模式创新 

1、网络教学：天津职业大学教师广泛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备课、授课、学

习指导、互动交流、在线作业、在线考试等日常教学活动，在线课程总数已经达

到 1423门，活跃课程达到 987门。 

 

网络教学平台课程总数及活跃课程统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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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访问量总排名 

 

《网页制作与 Web 数据库开发》课程截图 

 

《实用英语》课程截图 

2、翻转式、混合式教学：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天津职业大学教师积极开展翻转

式、探究式-混合式教学，充分落实课前线上预习、课后线上复习、课堂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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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过组建课程小组、分组讨论等模式实现师生互动的、探究讨论的、协作研

究的教学活动。  

 

翻转式教学示意图 

 

《汽车电气设备与维修》 

 

《隐形眼镜验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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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资源库》 

 

《眼睛光学技术》 

3、跨校、跨区域教学：天津职业大学目前有两个校区，一个校区位于天津市

北辰区、一个位于天津市津南区，相距 50公里，两校区学生均通过网络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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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完成网络教学，尤其是公共课程充分实现了资源共享。同时，新疆和田职业技

术学院作为天津职业大学的援建单位，天津职业大学积极利用现有资源，在网络

教学平台未新疆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开通了教学空间，同时积极为教师提供在

线的网络教学培训，协助该校教师掌握网络教学技能；通过为新疆和田职业技术

学院创建教学空间还实现了天津职业大学优质资源的输送，让和田职业技术学院

师生能有效利用天津职业大学各类教学资源，有效弥补了该校资源匮乏的短板，

为该校师生信息化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帮助。 

 

天津职业大学两校区相距约 50公里 

 

新疆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空间 

4、个性化教学：天津职业大学的网络教学平台具有小组管理功能、可以通过

灵活的配置实现小组协作式教学；还可以有针对性的为不同的小组分配不同的任

务实现差异化教学；还可以实现基于条件判断的教学，根据学生教学任务的完成

情况呈现不同的教学内容，分配不同的任务，从而实现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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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状况，实现特定的、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辅导，

从而提高个性化教学的效果。 

 

《天津国土职业学院研修班》 

 

《天津国土职业学院研修班》分组教学 

 

《天津国土职业学院研修班》分组教学 

 

5、校企合作教学 

（1）企业兼职教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天津职业大学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首

先，天津职业大学聘请了大量的企业教师来校任课，目前该平台为企业教师注册

开通教学空间 7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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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个企业兼职教师的空间（企业教师工号以 W开头） 

（2）校企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天津职业大学还积极联合企业开发各类资源

库，比如汽车工程学院联合福特、日产、林肯等著名汽车企业构建了大量的汽车

类实训资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训材料，有利提高了实践教

学效果。 

 

《汽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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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企业提供在线培训：天津职业大学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积极服务天津市

静海区总工会，不仅开通了政校企通网站，为静海区总工会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还为静海区职工构建“政校企通”在线培训资源库，面向全区职工提供义务的在

线培训课程，目前，该资源库访问量位居天津职业大学所有网络课程的第一位。 

 

天津职业大学与天津静海区总工会联合开发的“政校企通”平台 

 

《政校企通在线培训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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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企通在线培训资源库》访问量位居天津职业大学所有课程之首 

（4）在线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及毕业设计指导：自 2015至今，天津职业大

学所有师生顶岗实习环节均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以《毕业设计（论文）》课程的形

式进行，2019年，天津职业大学为 570位教师创建了《毕业设计（论文）》课

程，实现全校所有毕业生顶岗实习环节、毕业论文指导环节的相关工作。（天津

职业大学每年毕业生 4000多人，使用内容包含师生互动、论文批阅、在线指导

等） 

 

顶岗实习、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达到 570人 

 

顶岗实习、毕业论文指导在线互动情况截图 

（5）开展面向兄弟院校的师资培训：2019年，天津职业大学开始利用网络

教学平台构建继续教育在线培训平台，天津职业大学已经利用此平台开展了多期

面向社会、面向兄弟院校的继续教育培训，有效提高了学校优质资源的利用效

率，充分发挥了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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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土职业学院研修班》课程截图 

 

《天津国土职业学院研修班》学员截图 

 

新疆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空间 

（二）学习方式创新 

1、全生命周期的网络教学改革：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天津职业大学师生开展

了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化教学，不仅包含教师的在线备课、资源建设、课程开发、

作业发布、试卷管理、成绩评判、综合考核等功能，还可以协助学生实现在线学

习、师生互动、作业提交、在线考试等各类自主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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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 

 

在线作业（教师管理作业） 

 

在线作业（学生提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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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考试（教师管理试卷） 

 

在线考试（学生在线考试） 

 

教师批改作业、批阅试卷、评分（成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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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讨论 

 

在线博客 

 

课程 wiki（协作式创作） 

 

课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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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活动与学生小组：各个学院还可以创建个性化的空间，构建社区与组

织，组织各个学院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让教学平台成为学生第二课堂，实现小

组协作、探讨交流、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与学习兴趣。 

 

校园 BBS 

（三）管理评价创新：天津职业大学网络教学平台能实现全过程的教学管

理，每一门课程都能实现学期、月、周、日的访问数据统计；每一门课程都能记

录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数据，为教师教学管理、课程改进、学生评测、学生考核

与评价提供了有效的数据依据。 

 

课程每月访问统计 

 

课程每周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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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每天访问统计 

 

课程中每一名学生的访问统计 

 

课程中每一名学生参与讨论的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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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每一名学生在线学习时长统计 

 

课程中每一名学生的成绩管理与统计 

（四）助力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现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细化管理，不同教师可以

共建一门课程，一起研究、一起讨论、合作建设、协同利用；平台所有教学资源

亦可以共建、共享，既可以实现教师个人资源个性化建设、也可以实现课程资源

共建、学院资源共建、学校资源共建。通过合作共建可以加强教师的互动合作、

交流沟通，为教师提供便捷的在线教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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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各个学院、各个教学团队、各个专业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共同建设团

队教学空间，建设团队专业资源库、建设优秀教学团队空间、建设精品课程资

源……最终，所有建设内容均可以应用于教学实践，为师生提供丰富的资源、灵

活的教学、丰富多彩的活动。 

 

《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 

 

《汽车资源库》 

（五）学校教学信息化其他内容 

学校不仅大力推进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利用，还全力推进学校优质资源建

设，全面推进面向全国的优质课程建设；同时，还充分利用国内其他各级平台

（如爱课程网、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管理平台、智慧职教平台

等）实现学校优势资源的社会化服务。 

1、国家级《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 

http://bzzyk.tj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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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 

2、国家级《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利用 

 

《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3、国家级《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利用 

 

《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http://bzzyk.tjtc.edu.cn/
http://www.cchve.com.cn/hep/plugin/newPortal/jiudian/jd_index.jsp
http://www.cchve.com.cn/hep/plugin/newPortal/jiudian/jd_index.jsp
http://www.cchve.com.cn/hep/portal/schoolId_12
http://www.cchve.com.cn/hep/portal/schoolId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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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级共享资源精品课程建设（爱课程网） 

 

国家级共享资源精品课 

三、 应用保障 

（一）学校教学信息化制度保障 

学校制定了《天津职业大学教学信息化实施办法》（附件四：津职大

〔2018〕130号）对网络课程标准、资源建设标准、信息化资源建设与管理、网

络教学开展等情况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有效保障了学校网络教学的实施；

特别是学校在《第五聘期教师岗位聘任实施细则》（如下图）中明确了“完成 1

门网络空间课程建设，并应用于课程教学”作为教师聘任的基本条件，极大的促

进了全体教师大力开发网络课程、积极开展网络教学的积极性。 

 

 

学校出台了《关于调整天津职业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附件

二：津职大【2011】25号）确立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领导机构及职责分

工，明确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责任主体；学校还出台了《关于成立天津职

业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的通知》（附件二：津职大党【2019】83号）明

确了网络教学空间安全的领导机构与责任分工，明确了网络教学空间建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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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学校还出台了《天津职业大学提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附

件三：津职大〔2017〕53号），成立提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对学

校所有与办学能力提升相关的项目建设、实施、资金管理、考核与惩罚均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这其中也包含了学校网络教学空间建设项目的建设、实施、考核与

奖惩。  

 

 

（二）学校教育信息化人员保障及培训推广情况 

学校成立了以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位技术保障的信息化支撑团队，目前该中

心具有专职工作人员 23人，全面服务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包括网络支撑建

设、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教学资源建设、智慧教学环境建设，同时还负责面向

师生的信息化培训与技术指导，全面解决师生的信息化教学难题，协助提高学校

的信息化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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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 

 

学校组织各类教育信息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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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大学举办信息化专题讲座 

 

天津职业大学举办信息化教学大赛 

学校还定期邀请兄弟院校、社会各界的信息化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来

校进行宣讲、讲座、交流、研讨等活动，借助社会力量提升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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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琼教授来天津职业大学专题讲座和技术指导 

 

数字化学习技术集成与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侯小菊教授来校专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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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大学请校外专家做教学信息化专题培训 

（三）学校教育信息化安全保障措施 

天津职业大学大力加强信息化安全建设，确保教育信息化安全、数据安全及

师生使用安全。 

1、成立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监督、落实、提高整体信息安

全水平。 



 37 / 48 

 

 



 38 / 48 

 

 

2、全实名制认证上网、全实名制教学空间管理，切实落实使用安全：天津职

业大学于 2014年就实现了校园网所有用户的全实名制认证管理，所有师生经校

园网上网必须经过学校的网络认证系统认证，所有用户的上网行为数据都将保留

一段时间，以备事后追查及责任追究，确保了网络安全，有效规范了师生上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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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职业大学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空间均实现了实名制注册与实名制管理，对

不遵守网络教学空间使用规范的行为我们将严肃处理，对恶意破坏教学空间的行

为我们将采取限制或禁用的处理措施，有效加强了教学空间的规范化使用。 

 

校园网络实名制认证 

 

教学空间实名制管理 

3、天津职业大学定期对师生等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安全意识：

天津职业大学利用各种途径召开师生信息化安全培训，普及全员安全知识、提高

全员安全意识，规范全员安全行为，确保校内信息安全。 

 

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开展信息安全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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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的信息安全培训 

4、天津职业大学全面完善安全手段与安全设施，有效防范安全威胁：天津职

业大学积极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切实提高信息安全威胁防范于应急处置能力，先

后建设了专业的网络防火墙设备、虚拟化版杀毒软件，下一代智能 WEB 防火墙、

VPN专用设备、堡垒主机安全审计设备，还构建了基于虚拟化网关的存储双活备

份系统、构建了 oracle数据集群及异机数据同部备份系统、制定了数据档期备份

计划……..天津职业大学通过不断完善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了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于数据安全。 

5、天津职业大学积极落实重要业务系统等级保护，积极落实整改：天津职业

大学十分重视网络教学平台的安全，全面落实重要业务系统等级保护定级、测评

与整改，全面提升平台的安全级别，确保平台信息安全；天津职业大学的网络教

学平台经过测评与整改安全行大大加强，其中用户登录具有错误提示、频繁登陆

限制、弱口令限制等多重保护功能，能有效防范登陆攻击，确保系统使用安全；

天津职业大学也极度关注平台存在的安全漏洞威胁，一经发现立马解决，确保早

发现、早解决，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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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云平台安全等级测评报告 

四、 社会影响 

（一）经验推广 

天津职业大学在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与应用推广中经历过失败也收获了成功，

得到了教训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天津职业大学不仅积极向其他兄弟院校学习宝

贵的经验，还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广泛宣传天津职业大学平台的建设成功与失败、

教训与经验，也积极协助有意愿的兄弟院校和社会企业参与到天津职业大学的建

设中来，与天津职业大学与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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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信息化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现代化》研讨会在天津职业大学举行 

 

2014年天津职业大学派代表参加《信息技术引领教学创新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

（沈阳） 

 

中国教育信息化网《天津市教委深入职业大学调研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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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天津职业大学加快推进校园信息化建设》 

 

教育装备网《天津职业大学搭建网络教学“云平台”》 

（二）教学、教研成果 

1、天津市“十三五”期间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研究项目 

（1）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高职院校国际化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

“眼视光技术专业”为例 王海英 

（2）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研究 张颖 

（3）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评价模式

创新与实践 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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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大格局的研究与实践 王丽华 

（5） “四梁八柱一中心”系统推进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应用与研究 杨 国

良 

（6）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机制建设与实践 高洋 

（7） 基于成果导向的多元化毕业实践模式研究 牟信妮 

（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何四平 

2、天津市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年份 项目名称 参与人 等级 备注 

1 2018 

五方联动、精准对接、三

程五段养老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与实践 

公管学院 特等奖 主持 

2 2009 

《包装结构与模切版设

计》高职课程教学改革、

创新与实践 

孙诚 郝晓秀 魏娜  牟信

妮 付春英 赵士俊 孙敬

民 

一等奖 主持 

3 2009 

眼视光技术专业“课证融

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 

董刚 高雅萍 王江山 李

捷 王立书 张荃 王海英 

陈丽萍 

一等奖 主持 

4 2014 

“均衡协调发展，做好顶

层设计”，全面推行高职

课程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董刚、孙诚、巴世光、

古光甫、王珑、郝晓

秀、高雅萍、曹军、王

艳国 

一等奖 主持 

5 2014 

优化“校中厂”功能，创

新高职教学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孙诚、李建国、郝晓

秀、 秦曼华、牟信妮、

魏娜、柴三中、 张敬、

张维骏、周彬祥 

一等奖 主持 

6 2018 

“企业介入、标准贯通、

三段进阶、考教分离”—

—烹饪高职生职业能力评

价的探索与实践 

旅管学院——烹饪专业 一等奖 主持 

7 2018 

“四方三程五段”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 

公管学院 一等奖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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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 

“三课堂联动、四评价并

举”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评价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社科部 一等奖 主持 

9 2018 

“引企入校、相伴共赢”

——企业培训中心与汽车

类专业协同发展的探索与

实践 

汽车学院 一等奖 主持 

10 2009 

做学一体、训赛相通——

机电（数控）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秦曼华 李茹 李建国 谢

学浩 吴娜 郑士成 李运

生 张敬 何四平 

二等奖 主持 

11 2009 
嵌入式技术高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丁桂芝 孙贞文 孟祥双 

赵家华 王炯 王翔 孟庆

杰 张林中 李占昌 

二等奖 主持 

12 2014 

“六位一体”实境化工教

学工厂教学体系的研究与

实践 

王艳国、冯艳文、陈则

立、张颖、宋超先、聂

云、胡兴兰、朱虹、张

青、王韬、王少杰、吕

平、李建生、刘炳光、

史文玉、温尚英、宋金

链   

二等奖 主持 

13 2014 
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教学制

度创新与实践 

刘文江、丁建石、杨理

连、陈保荣、 赵学昌、

李维利、冯勇、高文

杰、王昆、张景强、邵

志 

二等奖 主持 

14 2014 
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与

实践 

王珑、屈曙光、王钰、

周飞、徐文苑、吴小

霞、叶淑先、高珍、刘

悦、王小静、吴大阅、

徐萌、马桂敏、李建

民、李新光 

二等奖 主持 

15 2014 

《隐形眼镜验配技术》课

程立体化教学体系的架构

与实施 

王海英、高雅萍、谢培

英、王翠英、唐秀娟、

王立书、张荃、陈丽

萍、张缨 

二等奖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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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8 

高职院校“五位一体”的

体育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体工部 二等奖 主持 

17 2018 

“一体两翼、平台支撑、

项目推进”主动服务国家

战略的培训体系构建与实

践 

合作办 二等奖 主持 

18 2018 

“四平台支撑，三层次贯

通”眼视光人才培训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视光学院 二等奖 主持 

 

3、论文发表情况 

（1） 高等职业教育“课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分析——天津职业大学眼视

光技术专业实践探索为例（董刚《网络财富》） 

（2） 高职教育产学研实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以天津职业大学机械工程实训

中心为例（李建国; 张敬; 秦曼华《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3） 高职思政课信息化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刘永

红《明日风尚》） 

（4） 探索与实践体现高职特色的英语教学新模式——以天津职业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为例（林健 《疯狂英语(理论版)》） 

（5） 教学设计能力测评在高职教学改革中的运用——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古

光甫《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6） “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实践——以高职《会计信息化》课

程为例（杨伟 -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7） 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模具制造技术课程为例（何洁，秦

万忠《价值工程》） 

（8） 高职网络精品课程资源运行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

（石娜，石梅香 - 《职业教育研究》） 

（9） 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实践与探索——以天津职业大学机电一体化

专业为例（张景强，荣军，罗思路 -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10） 高职眼视光技术专业信息化实训教学环境构建与实践（张丙寅《聚焦职

教》） 

（11）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外语教学海外研修教学质量控制指标体系案

例研究——以天津职业大学商务日语专业为例（薛朝晖《佳木斯职业学院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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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程思政在高职英语专业中的实施路径——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张莹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13） 高职院校分层次多模块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张莹《职教论坛》） 

（14） 天津市高职示范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现状探析（李真真; 许冰冰; 何涛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15） 高职院校学生信息员制度建设与运行研究——以天津职业大学实践探索为

例（闫贵荣《职教论坛》） 

（16） 论高职院校基于教师发展导向的“3+3”教学管理模式的实施（巴世光; 

古光甫《教育与职业》） 

（17） 教学设计能力测评在高职教学改革中的运用——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古

光甫《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18） 高职网络精品课程资源运行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天津职业大学为例

（石娜; 石梅香《职业教育研究》） 

（19） 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下学生实习实训管理分析——以天津职业大学酒店管理

专业为例（罗燕; 王珑; 屈曙光《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20） 高职院校“工学结合,半工半读”模式下对教学质量保证的探讨——以天

津职业大学眼视光技术专业为例（朱黎;王雅静——《中国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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