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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不可作为申报内

容填写。

四、课程团队的每个成员都须在“2.课程团队”表格中签

字。

五、“8.承诺与责任”需要课程负责人签字，课程建设学

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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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基
本
情
况

原课程负责人 贺桂英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10

最终学历 本科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 位 硕士 职业资格证书 数据库应用工程师

现课程负责人 贺桂英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10

最终学历 本科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 位 硕士 职业资格证书 数据库应用工程师

所在院系 计算机系

通信地址（邮编） 广州市下塘西路 1号 510091

教学与技术专长 数据库应用与开发技术、软件开发，计算机教育

负责人更换原因

工
作
简
历

（含在行业、企业的工作经历和当时从事工作的专业领域及所负责任）：

1987.8-1997.8：湖南娄底师范专科学校（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工作，承

担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等课程教学工作，专职教师，

软件教研室主任；

1997.9-现在：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工作，承担 C++语言程序

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动态网站编程、数据库操作实践、程序员考证

辅导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专职教师；担任过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

行政工作。

2008．04-2011．07：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技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0．06-2013．05 ：北京青岛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有限公司“IT职业教育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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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情
况

课程负责人近三年承担本课程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含课程名

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不超过五项）；主持的教学研究

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成果）（不超过五项）；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

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1．近三年承担本课程情况

2012-09~2013-07数据库技术(高职,11网络，11信管，12软测) 72，72，72
2013-09~2014-07数据库技术(高职,12网络，11应用，13软测) 72，72，72
2014-09~2015-07数据库技术(高职,13网络，14软测) 72，72

2．近五年来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周学时 届数 学生总数

数据库技术 专业必修课 4 5 600
数据库操作实践 实践教学课 2 3 300
数据结构 专业必修课 3 3 200
动态网站设计 专业必修课 4 4 360
程序员考证辅导 专业选修课 2 2 150

3．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不超过五项）

课题名称 来源 年限 成果

高职计算机软件类课程教学模

式探索与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 2010 年 教学成果奖培

育项目

《数据结构》实例化教学改革与

实践

广东省教育厅 2010 年 教学成果奖培

育项目

《数据结构》网络课程 学校 2006 年 广东省高校网

络课程二等奖

ASP.NET 实用技术小课件 学校 2009 年 课件，三等奖

SQL Server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教育部/出版社 2014 年 教材，教育部

高职十二五规

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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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情
况

4．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从认识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高职计

算机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计算机教育 2009．03

高职数据库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计算机教育 2012．05

突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数据库技

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现代计算机 2014．07

ASP.net 页面间数据共享方法综述 现代计算机 2010．07

5．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省级以上，不超过五项）

（1）2000 年被广东省授予南粤优秀教师（教坛新秀）称号；

（2）2001 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3）2006 年《数据结构》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高等学校网络课程二等奖；

（4）2013 年获得第七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

（5）2014 年获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教工科组三等奖

技
术
服
务

近五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培训）项目及效果（含项目/培训名称、来源、

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专业技

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表彰/奖

励或获得的专利（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1．近五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培训）项目及效果：

项目/培训名称 来源 年限 本人所起作用 效果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培训 CS4HS

谷歌公司项目 2013 管理和培训 良好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培训 CS4HS

谷歌公司项目 2014 管理和培训 良好

广东电大系统计算机

教师业务培训

广东开放大学 2011--

2015

组织和培训 良好

中山大学软件学院职

业导师

中山大学软件

学院

2013-

2015

指导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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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服
务

2．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专业技术论文

题目 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 时间

一个实用的在线电子货币

系统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1 2003．07

基于多播技术 RTI声明管

理服务设计的研究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1 2009．04

3．获得奖励：

（1） 2007年 11月，广东电大系统教学名师

（2） 2006年 11月，获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创新奖

（3） 2010年 5月，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

（4） 2011年 7月，校级优秀论文二等奖

（3） 2015年 9月，荣获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优秀教师

2．课程团队

课 程

团 队

结 构

（ 含

兼 职

教

师）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

技术

职务

职业资格

证书

专业

领域

在教学中

承担的

工作

兼职教师

在行业企

业中所任

职务

签字

贺桂英 女 19*.10 教授
数据库应

用工程师

计算

机

教学设

计、主讲

李可 女 19*.12 讲师

信息系统

项目集成

师

计算

机
资源建设

杨媛媛 女 19*.10 讲师

cnciw 软

件开发高

级工程师

计算

机

主讲、教

学辅导

刘磊 男 19*.05 讲师

cnciw 软

件开发高

级工程师

计算

机

主讲、教

学辅导

陈亚芝 女 19*.05 讲师

多媒体应

用设计

师，网页

设计师

计算

机
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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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迪 男 19*.06
软 件

工程

制定课程

标准
总经理

张黎

明
男 19*.02

软件

工程

制定课程

标准
董事长

0唐骏 女 19*.10.

OCM 数据

库认证大

师

数据

库技

术

教学辅导
教学系统集成

部主任

课程

团队

整体

素质

及青

年教

师培

养

课程团队的“双师”结构、专兼教师比例、知识结构、专业技术职务及职业资

格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优秀教育技术骨干配置、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

的措施与成效

“双师”结构：

专职教师 兼职教师 双师素质

人数 5 3 5

比例 62.5% 37.5% 100%（不包含兼职教师）

教学队伍中专职教师 5人，100%双师素质。来自 IT 企业的兼职教师 3人，

占 37.5%。

知识结构：

研究方向/专业 人数

网络技术专业 3
计算机应用技术业 3
软件技术 2

专业技术职务与职业资格结构（不包括外聘教师）：

说明：企业职称体系与院校不同，我们聘用的企业教师或是行业中有显

著成果和影响力的人物或者具备行业认可度很高的国际认证。

专业技术职务 职业资格

初级 中级 高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人数 0 4 1 0 3 2
比例 0 80% 20% 0 60% 40%

年龄结构：

25~35 35~45 45~5
人数 4 3 1
比例 50% 37.5% 12.5%

学缘结构：

专职教师全部硕士学位。

高职 本科 硕士

人数 1 1 6
比例 12.5% 12.5% 75%



8

优秀教育技术骨干配置：

技术带头人 骨干教师 优秀教师

人数 1 2 2
比例 20% 40% 40%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参加

者

起止时

间
项目名称

举办单位
进修内容

李可 2011/12

/17~201

2/12/21

Oracle 数据

库高级工程

师

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

培训项目：Oracle 数据库的配置、实

例管理、存储管理、日志文件管理、

安全管理、数据恢复等。

李可 2012/7/

02~2012

/07/04

Modern Web

Program课程

教学研讨班

中山大学软

件学院
培训项目：大数据存储技术、大数据

检索技术、同步技术等。

李可 2012/11

/24~201

2/11/26

教育技术培

训

华南师范大

学

培训项目：精品课程标准、教学课件

开发、教学视频开发、教学音频开发、

利用开网络开发课程资源等。

李可

2014/11

/22~201

4/1/25

高校国家精

品开放课程

建设与共享

暨慕课

（MOOC）发展

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协会

培训中心

举办的就精品课程的建设思路、建设

方法、重点问题进行了经验交流会，

并就 MOOC 的特点、开发工具、计方法

等进行了学习。

李可 2014/1/

30~2014

/12/12

NYP办学理念

与教学管理

研修班

新加坡南阳

理工学院

高职教学模式、课程开发、教学理念、

实训基地建设、实训项目开发、教师

培养体系等。

杨媛

媛
2014/5/

21-2014

/5/23

Google “App
Inventor”课
程师资培训

研讨班

Google 中

国大学合作

部

培训项目：Google App Inventor for

Android 技术

刘磊

2014/7-

2014/8

虚拟化及云

计算技术应

用企业岗培

训班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虚拟化技术理论学习与实践初探、虚

拟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探究、虚拟

化技术在开源云平台系统建设、虚拟

化及云计算项目设计及实践

刘磊

2015/1/

8-1/31

Android技术

及项目开发

企业顶岗培

训班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Android 系统的应用、SQL Lite 数据

库原理、地图 API 介绍、GPS 定位、

地图应用实现、JSON 介绍、网络 API

介绍、网络应用实现、Android 游戏

开发、游戏开发 API、游戏引擎使用、

游戏程序实现等

陈 亚 2015/7/ UID用户界面 达内时代科 基于图形图像的界面设计，基于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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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 17~2015

/25

计 技集团 客户端的界面设计，基于移动端的用

户界面设计及交互设计

陈 亚

芝

2012/7/

02~2012

/07/04

Modern Web

Program课程

教学研讨班

中山大学软

件学，oogle
培训项目：大数据存储技术、大数据

检索技术、同步技术等。

教学

改革

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应用项目教学法改革课程内容

本课程尝试着打破了传统的原有的知识体系，将项目化的工作过程需要

求，作为课程单元的知识点进行集合，将项目工作的需要成为学习知识的切

入点，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建构知识体系，

提高了学生的学主动性、积极性。成果是 2012年十二五规划教材《数据库应

用与开发技术-SQL SERVER》的出版和发行。

2．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

完成教改项目“‘从认识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高职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在真实的情境里以任务目标引领、项目工作驱动、理论实训一

体的形式组织课程教学。成果为公开发表论文《“从认识中来，到实践中去”

的高职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顺利结题。

3．强化关键能力的培养

课程内容项目化的设计，将职业要求的专业技能和关键能力镶嵌在工作

的工程中，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

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锻炼培养了学生的关键能力，为学生的职业生涯的发

展奠定基础。成果有公开发表论文《突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数据库技术》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4．以市场为导向的课程内容改革

秉持教学要适应市场要求，服务于岗位需要的理念，根据市场技术发展

更新教学内容，成果有《数据库原理及应用—SQL2008》教材的出版。

5．创新教学模式

2011年至 2015年，课程教学团队探索着 “任务引领，项目驱动，情境

真实，学做相辅”的教学模式。以典型工作任务确定的工作项目任务，整合

为教学单元。成果有《数据库技术》课程的配套视频制作完成。

6．整合教学资源

将课程的各类资源进行整理、归类，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并利用网络开

展教学活动。内容包括：1 课程介绍；2 课程负责人介绍；3 实践教学指导；

4 授课录像；5 课程标准；6 课件；7 教案；8 网络课程。成果是《数据库

技术》网络课程的成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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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建设

详细介绍课程的性质与作用，设计的理念与思路，对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定位与作用，

持续建设和更新情况，以及转型升级为资源共享课情况：

3.1 课程的性质与作用

“数据库技术”课程是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计算机技术系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平台课，4学分，根据岗位和专业需要可以在第 2、3
或 4学期开设。“数据库技术”课程是数据库管理员、程序员、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

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网站开发工程师、软件设计师、软件评测师等岗位的职业能力

核心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 SQL Server 数据库的设计与管理，重点

掌握数据操纵命令及查询命令的灵活使用以及数据库应用项目开发的基础知识，使

学生初步具备数据库应用系统的集成与发布的能力。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还

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敬业、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和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

计算机导论、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为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racle数据库管理及应用、动态网站开发等为后续课程。本课程的典型岗位群有：

数据库管理员、系统管理员、网络管理员、程序员、信息处理技术员、信息管理系

统顾问。

3.2 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1）课程设计的理念

○1 课程开发上，采用校企合作进行基于项目设计与开发的课程开发与设计的理

念

以教高[2006]16号文件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重点，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基于项目设计与开发的课程开发与设计，以中

小型企业数据库应用项目开发有关数据库管理、维护、应用开发和设计为主线，根

据数据库管理员岗位对数据库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设计课程教学内容。

○2 能力培养上，体现岗位技能要求、促进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培养的理念

课程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根据岗位能力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科学、合理设计

每个教学环节，并根据需要建设和利用多个校内实训基地，使得全程教学得以在实

训基地实施，将教、学、做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利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岗位实

践，如：11级和 13级学生在广州腾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数据库管理员的定岗

实习。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增强

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3 教学组织上，以学生为主体的设计理念

积极改革以课堂和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组织形式，学习过程即项目设计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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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过程，将学生角色转化为数据库管理、维护、应用开发和设计的工作者，工作过

程即学习过程，教师转换为项目设计与开发过程的指导者。

2）课程设计的思路

○1 校企合作，根据中小型企业数据库管理员技术岗位能力要求，构建课程标准

走访广东省内相关 IT 企业，召开“中小型企业数据库技术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

分析会议”，邀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人员参加，与课程组教师一起，立足地方，

分析中小型企业数据库技术的岗位的能力要求，对完成数据库管理、维护、应用开

发和设计需要的工作任务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做出详细的描述，同时对工作任务、职

业能力按逻辑关系进行排序，制定满足岗位能力要求的课程标准。与广州腾科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恒拓开源（天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合作，聘请这两个

企业的工程师作为兼职教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开发课程内容，并与腾科公司开

展大型数据库管理员的合作培养。

○2 按照项目设计与开发系统化要求进行课程开发与设计

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按照岗位能力的要求使教学内容模块

化，和内容重组，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按照项目设计与开发系统化要求进行课程开

发与设计，课程中所有案例均围绕“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展开，在每个章节分为各

个子项目：数据库设计、建立数据库、管理数据表及其关系、使用 T-SQL命令定义

数据库和表、使用 T-SQL命令操纵数据、使用 SELECT语句查询数据……在项目开

发的过程中，实施融教、学、做为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3 立足中山，面向全省，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

在广州和中山建立多家校外实训基础，如：与中山市广东今科道同科技有限公

司、中山市广东信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君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都有稳定

的合作。经常与企业的数据库管理员和软件开发人员进行沟通交流，探索“工学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3.3 对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定位与作用

数据库技术课程是系级平台课，即计算机技术系现有的 6个专业（2015级合并

为三个，招生总人数不变）中均开设此课程。数据库技术课程在软件技术、计算机

信息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测试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地位重要，属于专业必修课。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掌握

数据库技术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成为了当今最热门的计算机职业技能之一，正因

为数据库应用及开发的专业人才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学习和掌握数据库技术的相关

技能和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是计算机各专业中的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在多年的毕业

生调查报告中均被列为最重要课程之一。

该课程培养学生掌握数据库的设计、建立、管理和应用系统开发能力，为使学

生成为数据库管理员和软件开发人员起到主要支撑作用。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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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程序设计语言等基础课程，为后续的软件项目开发、动态网页设计技术等课

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3.4 持续建设和更新情况

本课程自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以来，积极进行课程的各项完善和建设工作，按照

课程的建设目标高质量的完成课程建设任务，主要的建设措施如下：

（1）不断组织调研，加强课程的职业岗位针对性，优化课程目标

课程立项以来，每年均会组织课程教学人员和相关人员到广东省及珠三角地区

的 IT 企业、同类型的院校、以及劳动技能鉴定部门进行调研，加强课程的职业岗位

针对性，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优化课程教学目标。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数据

库应用与开发技术 -SQL SERVER》十二五规划教材，《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SQL2008》。
（2）积极实施课程教学标准化

课程立项以来，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标准化，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经过

认真的分析研究，形成课程教学标准和教学实施标准，在实施标准中规定了培养的

分项能力要求、每一个项目和工作任务的培养目标、知识点、教学任务、活动说明

和教师在活动中的工作等。教学团队形成稳定的教学研讨机制，定期就教学进度、

教学实施细则进行讨论。

（3）积极推进校企共建合作，完善课程真实企业环境下的情境教学

课程立项以来，积极推进与企业的共建合作，将企业的生产任务带入课堂，以

企业的真实产品为工作任务进行真刀真枪的训练，实现企业真实环境下的情境教学。

如“新闻发布系统”项目即是由企业项目简化而来。

（4）加强课程资源建设

课程立项以来，积极加强和完善课程资源的建设，主要包括增加了课程教学录

像和教师说课录像、更新课程标准和课程实施标准、更新教案和多媒体课件、丰富

了试题库内容、将学习要点分为基本学习要点和拓展学习要点、丰富了立体化资源

库、开展网络课程教学等。

（5）加强师资建设

学院每年下拨培训经费，采用送、下、带、引、聘的方式，建立起高素质的“双

师型”的教师队伍。在课程建设中，也经常组织相关教师参加与企业或其他院校的

学术交流活动和讲座。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双师”素质教师的培养，现在教学团队

中的专任教师均具备“双师”素质。通过校内师资培训和送出去培养的形式，有计

划地开展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的培训工作，包括参加各类旨在提高教师高职教育理

论水平、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短期培训和下企业实践活动。

3.5 转型升级为资源共享课情况

本课程在转型过程中，抓住“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建设要点。主要开展了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1） 从面向本校师生转变为面向全省（全国）高职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本课程作为校内精品课程期间，提供的资源主要针对我校计算机专业师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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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为资源共享课后，必须面向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教学团队需要在不断研究

不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详细的分类和组织，有“针对性”的提供多层

次的资源，使具有不同需求的教师和学习者都能够获取最合适自身的各类资源。

向普通教师展示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并提供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和可供参

考和选择的资源。必须的资源包括如教学内容、组织方式、进度安排、教学课件等

信息；可供参考和选择的资源包括教学案例、作业习题、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方案以

及各种辅助教学环境等。面向在校学习者，除了提供一些课程基本信息之外，还有

复习、操作指导、授课视频、疑难解答、自我测试等。此外还考虑社会上的学习者

（如开放教育），课程内容既要详细、系统，又要通俗易懂，并且适合网上公开使用，

内容偏重应用，弱化理论，如提供详细的操作视频、完整的项目案例等。

2） 积极开展教研工作，资源反映最新的成果

资源必须能够体现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是高质量资源的基础。计算机技术

发展日新月异，虽说课堂教学内容难以做到如科学研究一样站到最前沿，教学研究

与科研一样，有其自生的规律和发展模式，在教学内容升级的同时，资源建设也要

随之更新和重组。

3） 及时的更新和维护，保障“共享性”

本课程自立项起，积极致力于课程教学资源的完善和更新，并在网上无条件开

放资源库，不实施任何条件限制，网络路径一直保持畅通，实现了资源库网络化共

享。一方面，我校有专人专项负责课程资源网站和网络课程平台的维护，另一方面，

课程团队内有明确的管理机制，保障课程网站的维护与更新。建立的网络资源库和

网上路径如下表所示。这些建立的网络资源库不但对在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起到

了很大帮助，而且达到了很好的辐射作用，成为网络上一个重要的学习站点和资源

共享站点。

网络

资源库

包含子库

或相应内容
网上路径

课程介绍 课程定位和目标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程介绍

课程负责

人
基本情况、教学情况、学术研究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程负责人

课程教学 9个实例演示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程教学

授课录像 24 个授课录像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授课录像

课程标准 两个版本的课程准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程标准

互动教学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教学班进行

互动教学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互动教学

网络课程 多媒体课件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网络课程

教学档案 每个年度授课班级和任课教师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教学档案

立体化资

源

图书资源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图

书资源

网资源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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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资源

光盘资源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光

盘资源

参考资料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参

考资料

课程录像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课

程录像

习题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习

题

讨论题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讨

论题

课程实践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课

程实践

答疑库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答

疑库

题库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题

库

实验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立体化资源/实

验

课件与教

案

教学 PPT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件与教案/教

学 PPT

新教材教学 PPT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件与教案/新

教材教学 PPT

附加练习题
学院主页/精品课程/数据库技术/课件与教案/附

加练习题

4．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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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创新、实践教

学条件的建设与使用等:

4.1 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为了使教学内容准确和有针对性，依照课程设计思路，通过充分调研和对毕业生

的跟踪调查，数据库管理员、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程序员等职业岗位的典型任务是

数据库管理、维护和基本的应用开发知识。根据岗位调查结果，该课程是培养学生具

有对 SQL Server 数据库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基本的应用开发能力，并具备初步的数据

库设计能力。就具体内容而言，应该主要侧重于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最需要掌握的业务

工作内容。因此，本课程在内容的取舍上重点考虑了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岗

位实际工作任务对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的需要，同时兼顾职业资格证考试需要和学

生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如下图所示。

图 1 课程内容来源说明图

4.1.1 根据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职业资格考证需要来确定课程内容

对数据库管理员、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程序员等岗位来说，其技术人员都必须

熟知数据库基本工作原理、数据库管理和日常维护，以及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基本方

法和开发过程。为适应这一需要，我们在选定课程内容时，充分考虑了行业典型职业

岗位对有关技术人员的要求，根据行业发展对从业人员的职责范围和能力要求来精选

教学内容。按照双证书的要求，技术人员在从业时需持相应的中级资格证书，例如：

数据库系统工程师、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等中级职业资格证等，这些证书标准是行业

要求的具体体现，所以课程内容的确定也兼顾了这些职业资格证考试的需要。

4.1.2 根据学生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确定课程内容

计算机类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计算机管理和应用系统开发岗位，这些职业岗

位都要求具备数据库的建立、管理、维护和应用开发的基本能力。所以本课程内容的

选取是依据行业专家探讨的“行业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中专题数据库管

理、维护和应用开发能力为设计依据，并充分考虑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

来确定。

4.1.3 根据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要求来确定课程内容

以计算机信息管理和软件技术专业为例，从学生职业发展的目光看，一方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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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需要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向项目组管理、技术负责、项目负责、系统架

构设计等等方向发展，以长远目光看学生的就业前景，我们会发现有发展潜力的学生

必然要向软件设计师、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工程师、系统架构设计师、系统分析师等方

向发展。本课程教学内容设计按照典型工作任务之任务分解和综合项目设计了知识准

备、背景理论知识，使学生初步具备从业的操作技能与基本职业素养，同时培养学生

在承担任务，遵守行业规范等；以诚守信，以信守约，忠诚服务，开拓创新，不断提

升从业能力；同时要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做到专业胜任，爱岗敬业，文明礼貌，善于

沟通；与同事合作团结互助，公平竞争。注意培养学生以上的品质，为学生今后职业

能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2 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

从行业典型工作任务实际情况看，数据库管理、维护及应用开发是数据库管理员、

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信息处理技术员和程序员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具有

对数据库和表的建立和管理维护、基本 SQL 语句的分析和撰写、数据库安全管理的能

力。因此，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典型工作任务的工作流程和技巧，

另一方面要考虑完成工程任务所需的数据库基础理论知识。特别重要的是，一方面按

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对知识讲授、学生操作等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另一方面要重点考虑

达到能力培养的要求。通过对与来自行业专家的共同研讨并归纳总结，其课程教学内

容的组织与安排按一下思路实施：

4.2.1 以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为基础，按照教学规律整合和序化教学内容

综合行业领域典型工作任务，按照教学规律，将课程教学分解为三次进阶：

图 2 课程内容进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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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将工作流程分解为 14 个项目（学习情境），再将每一个项目（学习情

境）分解为：学习目标→多个任务（子学习情境）和一个知识背景，每一个任务（子

学习情境）按照学习准备（知识准备、条件准备）→任务描述→操作步骤→学习成果

提交组织教学内容。在学习准备单元重点安排了本子学习情境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

在学习情境（项目）中安排有知识背景，较系统介绍本单元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供

教师选讲和学生阅读。

图 3 教学过程流程图

第二阶段：通过若干个项目（单元）组织一次综合项目，再现典型工作任务工作

流程，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操作的灵活运用。

第三个阶段：按专业领域，通过将来自行业真实项目进行综合实训，再一次再现

真实项目工作任务流程，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2 按照典型任务工作内容设计学习性工作任务，实现教、学、做的理论实操

一体化教学

根据典型工作任务将工作流程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整合到各个项目

（学习情境）之中，将上课地点由教室改到实训室，选用行业普通使用的数据库软件，

实现了课程教学的边教边练、教学做一体化。各项目（学习情境）的设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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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教学内容是按照典型工作任务设计学习性工作任务，实现课程

与工作一体化，按照工作项目的顺序安排和组织的，每一项目都遵循典型工作流程及

教学规律，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融合，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理论后讲实践，学

生由于没有感性认识，很难深入理解这些理论，而如果将实践技能全部学完再讲理论，

则学生在做实践项目时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将相关理论教学的

内容嵌入各个相关项目中，穿插到项目操作过程中，实现理论和实操一体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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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创新

4.3.1 教学模式的设计

（1）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学方法

《数据库技术》课程是以 SQL Server 2008 为 DBMS，掌握数据库设计和管理的相

关任务，最终能做简单的数据库应用项目开发。培养学生既懂数据库基本理论，又会

数据库管理和应用开发的高技能型人才。为了实现培养任务，该课程采用理论实训一

体化的改革思路和设计方法，课程安排上可以采用四学时连排方式，前两个学时进行

理论教学，后两个学时采用实践教学，理论实践的统一安排有利于学生的学以致用，

有效的提高了学习效果。

（2）科学设计学习单元

在学习单元的设计中，强调每个单元明确一项工作任务，创设学习情境，融教、

学、做一体，在工作中学习有关知识和技能。并在学习单元中，按照教学任务的要求

有选择有目的设计了课堂讲授、实例演示、操作示范、互动交流、操作练习、巡回辅

导、成果展示，考核评价、总结布置下一单元任务等教学环节，并且在每一个教学单

元中体现了如下教学设计思想：

① 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训课程设计；

② 任务引领下的项目化实践教学；

③ 积极寻找实战机会，课程实训项目随机应变。

4.3.2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1）整合教学内容

本课程尝试着打破了传统的原有的知识体系，将项目化的工作过程需要，作为课

程单元的知识点进行集合，将项目工作的需要成为学习知识的切入点，不追求知识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建构知识体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

极性。

（2）创新教学模式

课程教学正在探索着“任务引领，项目驱动，情境真实，学做相辅“的教学模式。

以典型工作任务确定的工作项目任务，整合为教学单元。在真实的情境里以任务目标

引领、项目工作驱动、理论实训一体的形式组织课程教学。

（3）强化关键能力的培养

课程内容项目化的设计，将职业要求的专业技能和关键能力镶嵌在工作的过程中，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

锻炼培养了学生的关键能力，为学生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4.4 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与使用

4.4.1 校内实训条件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和计算机系非常重视《数据库技术》课程的实训环节，专门配

备了多个专门的计算机实训教室，为本专业开展实践教学和学生校内实训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实验实训室计算机各部件配置较高，软件先进，能够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

能够满足教学要求。保证每位学生都有一台电脑，每台电脑都具备完好的系统运行环

境（CPU 主频 2.5G 以上，内存 2GB 硬盘 200GB）。为学生的技能训练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本课程的实验实训基地目前具备了校内，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的产学结合模型。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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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为依托，进行开放式教学。能够有效利用教学仪器设备创造性地开展内容先

进的实训项目。

本课程全程在实训室中实施，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学院的公共机房和计

算机系的多个专业实训室配备的计算机均能进行数据库操作实训，以下列出本课程主

要使用的实训场地及其中开展的实训项目。

序

号

实训分室

名称

实训

分室

地址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设备值

(万元)

设备

数

(台)

开展的实训项目

1
软件工程

中心
E213 281.34 41.147 115

1 认识数据库；2 设计数据库；3 建立

数据库；4 数据表及其关系；5 使用

T-SQL 命令定义数据库和表；6 数据操

纵的 T-SQL 命令；7 数据查询语句

SELECT；8 ASP 连接数据库；9在 ASP

查询与操纵数据；10 索引与视图；

11 事务编程与游标；12 存储过程和触

发器；13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及数据的

导入与导出；14 数据的安全性控制。

2
软件测试

实训室
E303 149.46 31.54 127

3

信息管理

系统实训

室

E304 149.46 51.46 132

4
软件开发

工作室

本

2-206
110.00 29.1388 127

5
数据库技

术实训室

本

2-203
110.00 69.89875 270

4.4.2 校外实习环境

本课程教师高度重视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积极开拓校外实习基地。找准数据库

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的定位，做到学校与企业相结合、教学内容与项目开发实

现过程相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相结合、能力培养与素质养成相结合、专职教师

与兼职教师相结合、学历教育与资格证书培训相结合，产、学、研，政府、企业合作

相结合，打造计算机数据库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品牌。

学院与广州市、中山市多个大型 IT 企业进行校企结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实习实

训和就业奠定了基础，共建立了十余个校外实验（实训）基地，如精点计算机技术公

司，中大欣纬软件有限公司、大展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科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华微明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迅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企业合作。从而更

好地培养出实用人才，为企业为社会服务。便于软件技术、信息管理等专业学生在校

外从事岗位实习。为学生提供生产学习、毕业实习场地，从下企业认识学习到顶岗实

践，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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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资源

资源特色

本课程资源的特色如下：

5.1 以完整的项目作为资源组织的主线

本课程在学习内容和资源组织方面都贯穿了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整个课程使

用一个完整的项目案例，从数据库的设计方法、数据库范式、数据库配置与管理、

数据库查询语言、数据库恢复、数据库安全管理全部使用同一项目，使得知识点贴

近实际生产应用，体现前后关联性，反映岗位工作要求。

5.2 面向教师的教学指导资源

本课程资源充分考虑教师的备课工作，并对授课提供指导。提供的资源有：课

件、说课录像、包含详细课程设计的教案和课程标准等。这些资源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帮助年轻教师完成授课任务，降低备课的工作量，让老师集中精力解决具体学生

的特有问题。

5.3 面向社会学习者的课程资源

项目负责人贺桂英教授具有多年的开放教育经验，至今仍兼顾开放教育课程工

作，对于开放教育的运行机制、教学特点有深刻的理解，课程资源不仅可供高职教

师和学生使用，也非常适于社会学习者学习使用。比如：对于没有接受过体系化教

学的社会学习者，提供完整的授课录像，系统讲解理论知识，具体可见教学资源中

的授课录像：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基本概念—1；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2 ；

 数据库技术—关系代数 1 ；

 数据库技术—关系代数 2 ；

 数据库技术—设计数据库 ；

 数据库设计—关系规范化 ；

 数据库技术—SQL Server 安装与配置 ；

 数据库技术—SQL Server 服务器和客户端工具 ；

 贺桂英老师现场讲课实录_存储过程 1 ；

 贺桂英老师现场讲课实录_存储过程 2 。

5.4 通过多重实践引导学生理解基础理论

在资源设计时，采用“实践—理论—实践”的方式，指导学生先掌握操作后，

或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然后通过实例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讲解数据库的原理，

启发学生理解数据库的基础理论和设计原理等更深奥一些的内容，引导学生思考、

分析问题。如：在讲解“数据完整性”中的“参照完整性”内容时，通过实例中的

“学生”、“课程”和“成绩”三个表进行操作演示说明。学生表中的学号字段是主

键，成绩表中的学号字段是外键。当学生在成绩表中建立学号外键后，向成绩表中

输入任意一条记录时，如果学号值在学生表中不存在，系统就不会接受这条记录，

这时再介绍“参照完整性”的意义，学生就能更深刻的理解。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55332525460.37981625320389867.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55334360780.17527838330715895.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57864640.1294589815661311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60286200.56343913078308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65650420.3469690005294978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71573080.5172295812517405.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1600522810.46305210841819644.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1601583280.300757945049554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55749961250.556227859109640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55750384060.9066698756068945.flv


22

基本资源清单

基本资源指能反映课程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核心资源。

1 课程介绍

2 课程负责人

2.1 课程负责人基本情况

2.2 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

3 实践教学（案例库）

3.1 ASP 连接数据库并插入新闻类别记录

3.2 编辑新闻类别信息页面实现

3.3 记录集对象使用 1_编辑新闻类别

3.4 修改和删除新闻类别页面实现

3.5 添加新闻信息页面实现

3.6 新闻信息分页和修改页面实现

3.7 新闻信息分类显示

3.8 新闻审核实现

3.9 新闻信息查询

4 评审材料

4.1 课程设置

课程定位

课程设计

4.2 教学内容

 内容选取

 内容组织

 表现形式

4.3 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网络教学环境

4.4 教学队伍

 主讲教师

 教师队伍结构

4.5 实践条件

 校内实训条件

 校外实习环境

4.6 教学效果

 教学评价

 社会评价

4.7 特色及政策支持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1.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2.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3.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4.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5.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6.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7.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8.html
http://open.gdpi.edu.cn/m_service/dbctrl/video/9.html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2.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3.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4.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5.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6.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7.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8.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49.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0.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1.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2.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3.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4.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5.swf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6.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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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及政策支持

5 授课录像

 “数据库技术”说课—戚志明老师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基本概念—1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2

 数据库技术—关系代数 1

 数据库技术—关系代数 2

 数据库技术—设计数据库

 数据库设计—关系规范化

 数据库技术—SQL Server 安装与配置

 数据库技术—SQL Server 服务器和客户端工具

 数据库技术—陈亚芝老师_说课比赛实录

 贺桂英老师现场讲课实录_存储过程 1

 贺桂英老师现场讲课实录_存储过程 2

 SQL Server 2008 中 SSMS 工具使用说明

 使用 SSMS 工具建立用户数据库

 建立用户表

 数据库的分离附加和删除

 修改数据表结构演示

 数据库配置操作演示

 表中检查约束的建立方法

 表中唯一约束建立方法

 表中外键约束及数据库关系图的建立

 表中默认约束标识列和计算列的设置

 表中数据查看和编辑方法

 数据库技术说课_陈亚芝_新标准

6 课程标准

6.1 2012 版课程标准

6.2 2011 版课程标准

7课件与教案

7.1 教案

7.2 附加练习题

7.3 教学 PPT

7.4 新教材教学 PPT

7.5 2012 春新教材数据库技术教案

7.6 2012 春新教材数据库技术课程标准

7.7 2012 秋数据库技术教案

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page/show.jsp?swfUrl=http://open.gdpi.edu.cn:80/bookshow-data/data/reviewattach/55/357.swf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55309749210.0862387516535818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55332525460.37981625320389867.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55334360780.17527838330715895.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57864640.1294589815661311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60286200.56343913078308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65650420.3469690005294978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0771573080.5172295812517405.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1600522810.46305210841819644.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161601583280.300757945049554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275849288120.1787421940825879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55749961250.556227859109640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55750384060.9066698756068945.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33809530.931604132521897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39835150.611660296563059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2123280.823590328451246.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2766250.6986416792497039.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3774210.34663250716403127.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5466400.7817212059162557.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6549370.09986346447840333.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7256870.8446903852745891.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47960000.13216386502608657.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50907650.38240063609555364.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0351361090.0007077767513692379.flv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courseVideoShow.do?courseId=55&vp=13362963665930.0857208906672895.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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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资源清单及建设使用情况

拓展资源指反映课程特点，应用于各教学与学习环节，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

程，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辅助资源。

例如：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演示/虚

拟/仿真实验实训（实习）系统、试题库系统、作业系统、在线自测/考试系统，课

程教学、学习和交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

1网络课程

1.1 课程概况

1.2 分类资源

图书资源

网络资源

光盘资源

参考资料

授课录像

课程文件夹

习题

讨论题

课程实践

答疑库

题库

课程标准

1.3 本期开课

1.3.1 教学班概况

1.3.2 助学模块

公告

作业

讨论

答疑

文件

师生交流

考试

1.3.3 分类资源

2. 立体化资源

图书资源

网络资源

光盘资源

参考资料

授课录像

习题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4&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5&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6&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7&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8&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9&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0&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1&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2&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3&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4&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sc8/page/myspace/cours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5&wrap=1&isCap=true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bulletin/index.do?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wrap=1&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assignment/index.do?wrap=1&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type=1&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bbs/index.do?wrap=1&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type=2&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faq/index.do?wrap=1&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type=3&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file/index.do?wrap=1&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type=4&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interactive/index.do?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wrap=1&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sc8/page/myspace/class/exam/index.do?classNumber=(2014-2015-2)-22000863-20140000022-2556&wrap=1&CourseNumber=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4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5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6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7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68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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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课程实践

答疑库

题库

实验

3.3D 课程网站。

6．课程评价

6.1 自我评价

课程教学紧紧围绕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实际紧密结

合，从实践中提炼教学案例，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结合学校自身

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特色，形成了贯穿全过程的以“从认识中来，到实践中去”的

高职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

6.2 同行评价

本课程得到校内外专家、校内督导的认可，称赞这门课程更加务实、更加有

效。

6.3 行业企业专家评价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进入企业参与数据库有关的项目开发，获得所在企

业的认可和奖励。来自广州腾科公司、中山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认为

这门课程结合企业实际，培养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为企业培养有价

值的人才。

6.4 学生评价

学生普遍认为数据库技术课程主讲教师师德高尚、教风严谨，教学方式灵活，

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教学整体效果好，为以后的相关课程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三年学生对数据库技术客车鞥授课教师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为优秀等级。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1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2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3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4
http://open.gdpi.edu.cn:80/ec-webpage-show/page/resource/item-content.do?courseId=55&itemId=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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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社会使用评价等

在以往《数据库技术》课程建设过程中，在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培养的同

事，注意收集、整理历届学生实训、实习的优秀作品，注意听取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的评价反馈，同事将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融入到课程的改革过程中，

以往学生的就业率均在 97%以上。在多年毕业生调查中，《数据库技术》均被选为

最有用的课程之一。

7.建设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目标，建设思路，建设内容，进度安排，经费预算、来源和用途

等。

7.1 建设目标

《数据库技术》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旨在推动本课程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着

力促进三个要点的革新：

1) 从“教师为中心”转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2) 根据数据库技术的最新发展更新教学内容；

3) 促进本课程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

提高计算机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以高校教师和学生为服务主

体，同时面向社会学习者的网络共享课程；以课程资源系统、完整为基本要求，以为

课程学习提供多种灵活优质的资源为目标，通过共享资源课程网站和网络课程及其他

先进技术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实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

享。

7.2 建设思路

根据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并参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确定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结

合计算机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中心，进行数

据库技术课程建设。以明确的职业指向和职业能力要求；遴选符合教学实际和满足行

业要求的课程内容；进一步完善项目化课程体系，全面推行体现“教、学、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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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完善实习实训环境并共享建设经验；以课程教学资源库为核心，构建本

课程的网上教学经验交流系统；建成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课程团队；全面提升

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职业素质，将本课程建为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

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和一流教学管理的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进而使课程建设的

成果辐射至全国，起到示范性带头作用。

7.3 建设内容

7.3.1 基本资源升级建设

1）基本资源模块化

将课程的基本资源按照课程概要、项目单元、教学资源来组织，具体可参见基本

资源结构图。

课程概要（包括课程介绍、课程标准、课程导学、评价指标）

项目概要（项目概要、知识要点、模块导学、参考资料）

教学资源 1
教学资源 2

基 项目单元 1 教学资源 3
本 ……

资 作业与练习

源

项目单元 2

……

基本资源结构图

注：

 项目单元包含一个独立的子项目，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单元，由

项目概要、教学资源系列、作业与练习等构成，可理解为课程的章和

节；

 项目单元包含一系列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包演示文稿、教案、教学

录像、实训资源、参考资料等。

2）更新课程资源

 课程介绍更新，包括课程特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岗位技能的隐射、教学

方法及组织形式、实训实训条件、授课对象要求、教材与参考资料等内容，

采用 DOC 或 DOCX 格式。

 课程标准更新，包括以纲要形式规定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具体应包括

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的结构、模块或单元教学目标与任务、

教学活动以及教学方法上的基本要求等。教学日历是教师组织课程教学的具

体实施计划表，明确规定教学进程、授课内容、课外作业、授课方式等。采

用 DOC 或 DOCX 格式。

 演示文稿更新，文件制作采用 Microsoft Office 2010，采用 PPT 或 PPTX 格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47e2b2e98057a052&k=%BD%CC%D1%A7%B7%BD%B7%A8&k0=%BD%CC%D1%A7%B7%BD%B7%A8&kdi0=0&luki=2&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52a05780e9b2e247&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8%2Fview%2D4572222%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47e2b2e98057a052&k=%BD%CC%CA%A6&k0=%BD%CC%CA%A6&kdi0=0&luki=5&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52a05780e9b2e247&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8%2Fview%2D4572222%2Ehtm&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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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模版应用、版式设计、动画方案、导航设计等方面遵守“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技术要求”，使其简单易读，具有吸引力。

 作业/练习库进一步完善, 尽可能采用实操方式，满足测试目标的要求，涵盖

考查范围内的主要知识点, 考查内容的题量和试题难度分布与教学内容结构

一致, 前后顺序必须合理，试题之间不相互提示，不相互矛盾。采用 DOC 或

DOCX 格式。对所有试题给出答案或操作指引，为社会学习者提供便利。

 进一步丰富实训资源，程序能正常、稳定运行，没有明显的技术故障, 能够运

行于 SQL Server 2008 或更高版本。

 完善常见问题模块，列出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实际参考价值问题，包括问

题正文、问题解答、参考资料和关键词等内容。

 综合采用图片、动画等手段，解释抽象原理，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 256 级，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

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采用常见存储格式，如 GIF、PNG、JPG

等。该内容将贯穿在各个章节内容中。

 视频素材更新与完善，对现有视频进行进一步加工、剪辑。尽可能涵盖课程各

个内容点。图像清晰，播放流畅，声音清楚。结合采用微课的形式，能够方

便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学习和使用。

7.3.2 拓展资源建设

完善答疑库，总结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问题，可在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直接

访问，面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项目库，包含 20 个以上供学生学习操作的案例，在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提供，面

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试题库系统，提供分章节、分级、分内容的试题，可方便的组成试卷，在精品资

源共享课网站提供，面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作业系统在网络课程中实现，方便的布置和提交作业，面向本校师生。

在线自测/考试系统，在试题库基础上，可实现自动评分，学生可以开展自测和在

线考试，在网络课程中实现，面向本校师生。

扩展资源库，包括图书、电子读物、免费软件、共享代码、文献资源等，面向在

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还提供留言互动模块和 Email 收件系统，面向非本校用户，

进行互动和沟通。

7.4 进度安排

本项目包含以下步骤：

1) 课程概要更新；

2) 演示文稿更新；

3) 扩展资源库更新；

4) 进一步丰富实训/实习资源，建设案例库；

5) 作业/练习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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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频素材更新；

7) 试题库系统；

8) 完善常见问题库；

9) 网络课程管理作业和开展互动；

10) 结题。

项目进度图

7.5 经费预算、来源和用途

7.5.1 经费预算和用途
经费预算和用途表

经费使用项目 金额（元）

2015-2016 2016-2017 后续

教学内容 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及参加相关学术会

议的差旅费、调研费；

10000 10000
10000

与课程建设有关的课程教学改革与研

究论文版面费；

20000 20000
10000

编写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及进行

课程建设的印刷品费用。

3500 5000
1000

教学方法、

手段与教

学条件（包

括教材与

网络建设）

购置课程建设所需的图书、资料、教学

软件、网站开发等；

25000 15000
5000

建设成果的有关费用（含教学录像、网

上教学资料制作费用等）；

10000 12000
8000

购置课程教学用教具等小型教学仪器

费用；

5000 8000
2000

教材编写和教案整理和 PPT 课件制作

费用；

30000 5000
5000

购置课程相关软件和教学办公设施费

用

20000 10000
5000



30

特色建设

（包括实

践教学）

进行实践教学的相关材料费、交通费、

通讯费

5000 3000
3000

制作实践教学相关图片呢、视频资料及

上网费用

2000 8000
2000

教学团队

建设费用

教师培训费 20000 20000 10000

教师挂职和实习实践费用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 相关劳务费 5000 5000 2000

小计 165500 131000 73000

合计 369500

7.5.1 经费来源

1）我校设有创新强校基金，每年对教学改革、课程改革优秀项目和成果进行资助。

2）计算机网络专业是我校的品牌专业、示范专业，在专业建设经费中设有专项支

持课程建设和改革。

8．学校政策支持

详述学校对本课程已落实的政策支持与措施，对下一步深入推进建设新的政策承诺

与措施设计:

2009 年 11 月，学院正式发布了粤理工[2009]11 号文《关于实施“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其中提出：实施精品课程建设计划，

打造我院电大办高职的“办学特色”。寻找、确立我院办学特色，对我院今后后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电大 30 年的远程教育为我校积累了开展网上教学、制作

网上学习资源的丰富经验，应充分利用电大资源，建设高职的网络课程平台，为学

生工学结合提供教学保障，同时网络教学也可以作为我院课程建设的一个特色。通

过精品课程建设带动我院课程改革与建设，构建“以就业导向，以素质教育为基础，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合格调和标准，按照合格课程

标准统一设计课程平台的基本模块。各专业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建设课程，

第一阶段，各系选取 50%的专业，每个专业在课程平台上建设 1-2 门专业核心课程；

最终目标，覆盖全部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择优进一步建设成为院级、省

级、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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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金保证，文件中提到“设立院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专项资金。专项资

金按照统一规划、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实行项目管理。学院制订《广东理

工职业学院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1.进一步加大“数据库技术”课程建设的经费投入，确保每年不少于 1 万元

的建设经费。

2.加大“数据库技术”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引进有企业

工作经验的数据库系统工程师或学历高、职称高的高水平师资；

3．加大“数据库技术”课程图书资料建设的支持力度，力争本课程国内外主

要的优秀教材与专著、权威期刊都有收藏；

4.继续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确保大部分学生都能到实习基地参加实际项目设计

与开发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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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5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精品开放课程推荐汇总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主讲教师）

课程负责

人是否变

更

所属专业大类 所属专业 总时数
开设

时间
年平均受众

课程类别（视

频公开课、资

源共享课）

1

数 据 库 技

术

贺桂英 否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网络

技术

约 15

小 时

（ 24

讲）

2010 年至今 2000 人以上 资源共享课

2

校级精品（开放）课程数量

说明： 1.序号栏按学校推荐的课程名次排序填写；并按照先视频公开课，后资源共享课的类别排序。

2.精品视频公开课的“课程名称”暂按课程选题名称填写。

3.申报课程为原省级以上精品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原则上由原精品课程负责人继续担任，如课程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

更的，请在“课程负责人是否变更”栏填写“是”，未变更的请填写“否”，不得空白；

4.“所属专业大类”和“所属专业”为《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中的专业类名称。

5.总时数为该课程作为视频公开课的预计时数，并在后边用括号注出讲数，如：5小时（10 讲）；

6.开设时间为本门课程前期面向学生和社会公众开设的起止时间，如：2010 年至今；

7.年平均受众是指本门课程前期开设的情况，包括高校学生和社会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