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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任务完成情况

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职

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2015 年）和《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施方案》及“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建

设”任务的基本要求，在央馆、省馆及专家指导下，在校党政领导

大力支持下，经过电教中心等人员的努力开拓，我校数字校园经

过 2 年大力建设，实验任务和既定工作进展顺利，并且取得了不

少成果。在此对近两年工作总结汇报如下，以促进我校信息技术

应用水平，强力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应用项目，从而带动学校教

学、科研、管理、生活服务等质量全面提升，以保证学校综合能

力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实验任务 完成情况 备注

校园

网基

础网

络工

程建

设

校园网网络布线及无

线全覆盖工程
☑是 □否

在整个校园内搭建有线信

息点 1557 个、无线信息点

1511个，总出口带宽为5.3G

见支撑材料 8

中心机房改造工程 ☑是 □否

中心机房装有两台

RG-N18007 核心交换机，分

别与两台戴尔服务器、一台

EG3000UE 出口设备、一台无

线控制器和 13 台

RG-S2910-24GT4XS-E 汇聚

交换机相连

见支撑材料 8

数据中心建设工程 □是 ☑否

正在招标:计划购买 6台服

务器组建虚拟化平台计算

资源池、采用 1 台存储和 2

台光纤交换机组建存储资

源池，初期配置实际可用容

量为 20T

见支撑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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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改版项目 □是 ☑否
已完成招标，正在建设

见支撑材料 8

信息

化技

术辅

助教

学模

式改

革

学生通识课程在线学

习
☑是 □否

2017 年超星网课 4 门、2018

年智慧树网课 8 门。

见支撑材料 9

教师及学生学习空间

建设
☑是 □否

截止 2018 年 10 月，世界大

学城建设学习空间注册用

户达到教师 319 名，学生

9131 名，共建设空间 7431

个，有 4 位教师 2 位学生空

间获央馆奖励

见支撑材料 10

信息化技术服务教学

管理
☑是 □否

教务管理系统、网上招生系

统及选修课选课系统运行

良好

见支撑材料 9

信息化教学能力竞赛

活动 ☑是 □否

每年 6 月和 12 月分别开展

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和信

息化课堂教学大赛，省级以

上获奖多项

见支撑材料 9

旅游英语专业 3D 虚拟

教室建设项目
☑是 □否

3D 模拟导游实训室配备了

一个穹形 3D 屏幕、一台主

机（含 54 个景点 3D 虚拟软

件）、6 台投影、数字音响

等 3D 播放设备。

见支撑材料 9

学前教育专业智慧教

室建设项目
□是 ☑否

正在建设。数字化新型实训

室通过虚拟仿真幼儿园教

学平台、各学科教学资源库

资源的植入，使学生学到的

理论知识与实际岗位情景

相融合

见支撑材料 8

网络课程录播教室建

设项目

☑是 □否

位于图书馆七楼，教室配备

了两台电脑、一台电子白

板、3 台自动追踪摄像头及

多台 IPAD 以及一整套大型

录播设备。主要用于教师精

品课程的录播和制作、学校

宣传片的拍摄等。

见支撑材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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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资源

库建

设

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

管理建设项目

☑是 □否

读者可在手机、pad 等移动

设备上查找到本馆馆藏纸

书和电子资源，自助完成个

人借阅查询、馆藏查阅、图

书馆最新咨询浏览，同时拥

有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海

量报纸文章以及中外文献

元数据供用户自由选择，为

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

阅读服务。

见支撑材料 11

学校教育活动优质视

频资源库建设项目
☑是 □否

电教中心编选转换历年来

磁带视频课目 条，时

长 ，共 G.

见支撑材料 11

省级精品课程资源库

建设
☑是 □否

围绕省级精品课五门建设

资源库

见支撑材料 11

微课程工作室建设项

目
☑是 □否

两个微课室都配备一台电

脑和一整套的录播设备。主

要用于教师精品课程的录

播和制作、播音主持专业学

生专业课的学习等

见支撑材料 8

融媒体教材合作建设

项目
□是 ☑否

和高教出版社、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等合作建设融媒

体教材 3 门

见支撑材料 11

中央电教馆核心职业

能力线上精品课建设
□是 ☑否

学校于8月组织教师积极参

与“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

精品课建设”的申报工作，

经中央电化教育馆专家组

评审，我校申报的 57 门课

程均通过审核，获准立项。

见支撑材料 11

远程

培训、

科研

及实

学生实习、见习远程管

理系统
☑是 □否

基于智能顶岗实习过程管

理云服务平台的GPS定位签

到，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全

程跟踪监控。学生可以通过

手机 App 填写和提交周报。

见支撑材料 15-1

远程教科研及网络培
☑是 □否

完成了 15 项直播任务和远

程会议，受众人次达 1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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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训项目 人次。申报省级以上有关数

字校园建设任务在研课题 2

项、远程合作开发精品课 2

门。

见支撑材料 12

校企合作网络工作室

建设 □是 ☑否

8 月初购进小鱼远程会议视

频终端一台、虚拟会议室 1

个;组建合作网络工作室 12

个，合作单位 16 个。

见支撑材料 13

二、信息化模式创新及其成效

为了提升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我们在加强校园基础网络建

设的同时，积极以应用为导向，逐步推进教学及管理等现代化，

采取“成熟一个，建设一项”的策略，分进合击，稳步向数字校

园化建设目标迈进。依据学校提交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

验校申报书》的“实施方案”，我们从“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

模式改革”方面汇报一下我校的数字化校园建设经验教训。

（一）信息化模式创新

我校于 2017 年初开始，启动了数字校园基础工程建设及应用

平台建设工作，截止 2018 年 10 月累计投资达 2000 万元。学校师

生信息化素养明显提升，信息化技术在教学及实习管理中的应用

已经初见成效，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形成了初步的模式，为下一

阶段我校的数字化建设及试验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实验项目实施前的模式：传统教学思维+多媒体技术+

静默态学习

在实验项目实施之前，我校的教学改革主要借助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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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将老师从板书中解放了出来，同时通过播放视频、动画等

增加课堂的理解性和趣味性，增加课堂教学容量，但由于老师数

量不足、多媒体教室紧张，我们不得不采取大班额（2-4 个教学

班）上课，教学模式从本质上看仍然没有走出“理论为主，讲授

为主，教师为主，课堂为主，终结性评价为主”的传统模式，个

性化教学、诊断式辅导和学生学习监控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点在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及选修课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我校的

教学突出表现为:大班额、大容量、满堂灌、被动学习、以考代

评。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孤寂的、被牵引的、无反应的、信息资源

匮乏的静默态学习，教学效果差，老师忙，管理难，监控弱，效

率低，师生关系紧张，资源浪费严重，“以生为本”基本上是写

在纸上、喊在嘴里，难以落实。

2. 项目实施后形成的信息化支撑的新模式：互联网思维+

数字化技术+云移动学习

为了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落实“工学结合、理实一体”

和个性化教学理念，我校借助实验校建设项目，在“互联网+”的

理念指导下，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2 年来借助超星雅

尔网络课程平台，在二年级开设了《大学生安全教育》等四门课

程；同时鼓励师生建设学习空间，解决个性化教学和辅导问题；

还借助新建成的微课录课室、网络课程录播教室等设施录制微课、

慕课，积极申报了 57 门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在这个过

程中不仅形成了学校层面的网络教改模式，还在专业建设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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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层面都形成了新模式，主要有：

（1）学校数字化教学改革推进模式。我们着重借助外聘专

家之力，低起点，高要求，让师生逐渐形成混合式学习之概念，

促进理念转变；领导带头，培训示范，让老师在水中学游泳；鼓

励先进，重点突破，让一部分“种子”师生做星星之火。据不完

全统计，2 年来我们外请专家并开设讲座 8 人次，外出学习考察

24 人次，学校层面表彰信息化教学先进工作者 4 次共计 50 多人

次，逐渐形成了“专家引领---骨干示范---鼓励先进---促进全

体”的网络教学改革推进模式。

（2）专业建设数字化教学改革模式。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

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

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根据我校数字校园建设方案，学

前教育系充分利用学习空间人人通平台和校园网络全覆盖，鼓励

教师学习新技术，更新思路，进行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设计等，

推动教育改革信息化，促进专业建设，形成了“互联网+数字化

学习环境（学习空间、学习通、乐实习等）”一体化教学模式。

美术系以项目任务导向，在系统设计和推进从“课程体系开发→

课程标准制定与完善→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教学实施”四个层面

教学改革中，基于“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体教学实施路径，组

织一线骨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课堂派 APP，“242”教学过程

架构，翻转课堂，打通课上课下，自主开发与应用微课课程和教

学资源，即建即用，开放共享，将信息技术应用深度融入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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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全过程，开发与应用多元、立体化课程资源，实现了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课堂教学翻转，从点到面推进信息化教学方法应用

改革，形成了“基于课堂派 APP 等互联网信息化平台的‘学中做，

做中学’混合式信息化教学模式”。

（3）课程建设数字化教学改革模式。在微课录课室、无线

网络全覆盖等技术支持下，围绕着“手机”的移动端数字化学习，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发展模式。例如，《学

前儿童教育研究》课程依托“项目+学习空间+微课+手机，对教学

流程进行了再造，形成了“工作过程--学习情境---核心任务”互

相渗透的“544”模式；《学前儿童心理概论》借助移动端 APP,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引入优质的教学资源，通过混合式教学、MOOCs、

微课、翻转课堂等形式，建构了“三方联动、五措并举”的信息

化教学模式；《大学语文》则利用学习空间、学习通和喜马拉雅

等网络平台，对传统的“读-评-写”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造，形成

了“共读--互评--同写”的新模式，淡化了教师主导的角色，将

学习的权利和自由还给了学生，个性化教学特色显明。除外还有

旅游英语专业的《导游实务》、艺术系的舞蹈、声乐等课程都因

互联网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信息化支撑的新模式体现出的成效

虽然我们的项目仍然处于实验的初级阶段，但网络技术支持

下的教学模式改革的效力还是明显呈现。一个突出的效果是：学

生通过手机端学习课程，在 2017 年的全国幼教资格考试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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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率达到 87.1%，比 2016 年的 61.3%提升了 25%，相反我校

在 2016 年考前组织了大量老师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考前辅导，而

2017年考前只是组织了2次模拟测试和几次自愿参加的考前指导

讲座。借助中央电教馆的问卷调研分析，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主

要效果：

（1）师生信息素养进一步提升，学生移动学习能力明显提

高。网络的通畅、多种 APP 的使用及学习空间建设，让学生利用

课前、课中、课后进行网络协作学习，使学生意识到了混合式学

习的效率和自我学习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分别对学生空间进

行了年度抽样分析，把前 150 名样本进行分组，进行参数统计和

方差分析，发现 2017 年度学习空间建设行为以 10 名为一个数量

级迅速减少，100 名后的空间行为仅限于微博交流，而发现 2018

年度学习空间建设行为以 6 名为一个数量级缓慢减少，140 名后

的空间行为才只有微博交流，说明学生网络学习和交流能力有所

提升，而且差距在减少；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访客数量和好友数量

正相关（r=0.281）；留言数量则和文章浏览数量显著正相关

（r=0.758）。除外文章数量与浏览数量、好友数量、微博数量、

留言数量也高度正相关。说明学生已经意识到并逐渐掌握了云移

动学习：学习方式泛在化、学习内容历史化、学习需求个性化、

学习环境互动化、学习手段智能化，充分体现了网络学习互动的

快捷方便、跨越时空、智慧生态的特点。

（2）手机端 APP 及电脑端的学习空间和丰富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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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学生与教师间的教学信息交流。世界大学城 APP、学习空

间的建设使教师通过实时互动、参与话题讨论、解答疑难问题等

多种途径，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课上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逐步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极大增强了师生间的信息传输，增进了

情感交流。我们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评比活

动，并运用网络空间进行讨论、上交作业及问卷调查。在 2017

年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中，有 4 名教师获高职教师组

优秀奖，2 名学生获高职学生组优秀奖。2018 年度“网络学习空

间应用”进校培训活动，全校共有 160 名教师通过培训，对网络

学习空间的作用、顶层设计、教学设计、资源库设计、空间翻转

课堂、表格化教案、在线收集素材、备课上课、布置批改作业、

发布考试等各项功能系统有了较为详尽的认识，除下表（表 1）

统计项目外，老师建设魔方课程 31 门，教研室 127 个，建立教学

班级 134 个，上传课件、教学视频、布置作业、发布考试等数量

提高迅速，网络学习空间真正发挥了辅助个性化学习的作用。

表 1 世界大学城师生学习空间年度统计表

（3）网络课程学习将教学质量评价落实到学习行为过程中，

并提供了基于大数据平台的、跨校比较的便捷渠道。网络选修课

紧密围绕课程内容，以课中测、课后测、章节测及学期测等多种

项目 教师 学生 空间 文章 浏览 视频 观看 教研室 微博 访客

2017 年 187 4914 2316 1957 1.5万 36 1.2 千 19 1380 17.4 万

2018 年 319 9208 7131 3004 2.6万 144 6.8 千 127 1925 37.3 万

新增 132 4294 4815 1047 1.1万 108 5.6 千 108 545 19.9 万

提升率% 70.6 87.4 207.9 53.5 73.3 300 466.7 568.4 39.5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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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学生掌握知识点的情况进行检测和反馈。93.66%的学生认

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能够有效检测学习的效果，91.95%的学

生认为课程中的测验与考试题题目知识点覆盖全面。据后台数据

统计，在超星尔雅的课程考核总体通过率为 96.99%，优秀率为

60.95%（表 2），高于全国高校的平均水平（图 1）。学生学习成

绩好于学校传统开课，并大量减少或节省了教师资源、教室使用

和教学管理任务。

图 1 超星尔雅通识课运城幼专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分析

2018 年暑假期间大二学生选修智慧树 8 门共享课程，选课学

生 7927 人，修读学生数为 7890 人，平均成绩为 89.7 分，平均合

格率高于去年 2 个百分点为 98.4%，平均优秀率为 60.7%。其中《大

学生爱国教育十讲》《中国传统文化》合格率为 100.0%，在线教

程完成率 98.3%，混合式课程见面课平均完成率为 94.6%，经校际

间横向比较，我校成绩均高于平均水平（图 2 、图 3 ）。与传统

线下教学相比效果好、效率高、投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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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树通识课运城幼专学生在线课完成率校际间比较

图 3 智慧树通识课运城幼专学生见面课完成率校际间比较

信息化教学模式需要也必将建立新的教育生态环境，无论是

对学生还是教师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教师在传统课堂中是主导

者，而该模式中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引导者。

我们组织教师先作为网络共享课的线下辅导者，然后学习成为网

络课程的线上主讲和开发者，让他们面对变化的网络环境，除了

要有效掌控课堂之外，还要学习先进的教育技术，制作优质教学

资源。数字化实验项目无形中促进了教师信息化执教能力的提升，

科学地、有效地引导了我校的教学改革，促进了我校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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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体制机制建设

1.机构组成

为了把数字校园建设打造成“一流”项目，我校坚持“一把

手”工程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充实相关机构组成，先后

成立了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领导小组、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推进

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组织领导机构等。目前机构组成

为：

组 长：彭 刚 张汉语

副组长：侯娟珍 周玲玲 晋严明 景建军

成 员：王百锁 王瑛红 赵运兵 胡雅婵 等 20 人

下设数字校园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和信息化建设专家质询组

◎数字校园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主 任：周玲玲

副 主 任：胡雅婵 张锋利 张翔升 贾银玲 刘便华 焦旭妮

成 员：聂文亮 张 铭 崔晓晨 等 10 人

◎信息化建设专家质询组

组 长：张翔升

成 员：聂文亮 黄 瑞 张铭 专家库成员

2.人员发展体系

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是我们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们

在项目实施中，根据数字化发展水平及任务不断将相关领导、管

理人员和骨干教师吸纳为核心成员。由于前期基础较为薄弱，我

们采取“领导带头学，教师用中学，专业技术人员教中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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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是请专家（韩锡斌、王宝俊等）讲理念、指方向；二是请

技术专家（世界大学城、瑞森科技等培训专家）授技术、给策略；

三是本校骨干教师外出学习、示范引领、推广典型案例及经验。

对学生除了计算机老师组织培训、课堂讲授外，任课教师也结合

学习空间建设等培养学生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如在线提交作业、

报告、研讨等。我们还组织老师积极参与线上远程信息化提升能

力培训和高职教师素养提升远程学习2个国培项目，目前共有180

名教师在学，覆盖在职教师近 50%。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师生

建设学习空间 9000 多个，网络教研室 130 多个，在省级以上教学

能力和信息化大赛中获奖人次 20 多项。

3.政策与机制

为了规范数字化校园建设行为，同时又能调动师生应用信息

技术的积极性，学校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如《运城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施方案》《运幼专电函

[2017]17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

及评优活动实施方案（附学习空间评选方案）》《运幼专电函

[2017]39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应用实施方

案》等 16 项。2018 年，我们为了确保完成数字化校园建设任务，

保质保量达成目标，我们引进了项目管理新机制，基本内容是：

根据以实验任务设立 5 个项目组，实行项目管理，各项目

组对任务进行分解，制定方案，以点带面，完成任务。

在队伍建设上，学校加大对师生的培训、学习及交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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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制度及政策方面，给予项目组最大的学校资源整合权限，

提升研究、学术及技术创新的自由度，为实验任务的顺利完成创

造有利的条件。

项目组的所有工作采取透明、共享、及时报告制度，便于

领导小组协调数字校园建设工作，杜绝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

题。

为了保证数字校园建设的长效性，明确要求对现有工作流程

进行再造，对陈旧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以保障数字校园建设稳扎

稳打，采取“学思为用，分进合击，左顾右盼”的策略，保证了

数字校园建设项目高效运作、同步推进。2 年来数字校园共投资

近 2000 万元，举行线下人员培训、研讨、交流活动 10 余次，基

本覆盖了全体师生。

4.信息化基础设施

按照“一标准三平台”“三全两高一大”的建设思路，参考

专家建议和同类院校校园网建设经验，我们在统一标准、整体规

划的基础上，按照集成、集群、改造、充实、提升的基本策略，

部门分工合作实施、学校统一评估调控，2 年来逐步完成了校园

基础网络有线无线全覆盖、微课录播室、课程录播教室、3D 仿真

导游实训教室等的建设同时，还在建学前教育专业智慧教室、学

校资源库管理平台等，为了更好地发挥世界大学城、职业岗位核

心能力精品课等平台的教学效果，学校还为教室全部安装了教学

一体化网络终端，保证了信息化应用建设高可靠、不停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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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5. 项目研究与评估

为了保证建设不走偏、建设少失误，我们严格项目的阶段性

评估，采取项目调研、可行论证、严肃招投标、施工监管、严格

验收等基本流程，邀请校内、外专家全程参与论证指导，如校园

网基础网络建设、中心机房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等项目建设中，

太原理工大学王宝俊、中北大学王福明以及运城学院、山西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等专家 10 多人参与论证，我们还利用外出学习、开

会或校内聘请韩锡斌、冯国平、魏民等专家为我校建设把脉。专

家的建议都被采纳、及时纠正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决策。同时，我

们组织校内人员根据试验任务积极投入研究，以解决学校实际问

题，先后立项了山西省 1331 工程专项课题《幼儿教师智慧学习共

同体协同建设机制研究》等 2 项，撰写了一些相关论文和典型案

例，有的已经被刊物选用。

四、示范辐射

数字化校园实验项目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校教育现代化发

展步伐，也提升了我校美誉度。近两年来，我校师生参与信息化

相关省级以上活动 150 人次，获得奖励 30 余人次。学校电教网络

中心等部门积极通过学校官网、公众号等媒体报道数字校园建设

活动新闻 20 余条，部分新闻被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公众号转载发

送，在数字实验校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先后有山西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芮城职业中学、临猗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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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 10 多个单位到我校参观学习，特别是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韩锡

斌教授来我校做数字校园建设指导时，有 5个兄弟院校 50 多名领

导、教师参与旁听，我校牵头建设的高铁乘务专业资源库建设，

有河北隆尧职业教育中心、安徽财贸学校、山东定陶职业教育中

心、西安北方工程技术学校等 10 所省内外院校参与。目前远程合

作教科研、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等网络服务也辐射并带动了近百所

幼儿园参与到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之中。

五、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由于前期缺乏系统规划，校园网络建设是按业务部门需求分

块建设的，目前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整个网络急需集成集群。经

过一年的数字校园建设实践，我们有很大的收获，学校的信息化

进程明显加快，师生信息素养明显提升。但在建设中有如下问题

希望得到解决：

1.建设经费问题。由于学校经费有限，不能满足数字化校

园建设要求，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以支持！

2.教师及技术人员培训。因为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产品换

代加快，因此希望加强对技术骨干的国家级培训力度。

3.加大建设项目的关注力度。围绕该项目进行的一些活

动，希望能够和教育部有关部门一起行文，便于工作的开展和力

量的整合。

4.为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提供更多更大的交流平台。教师

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影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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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全面提升和深度融合，应通过多种途径切实提升教师教

学信息化能力，充分发挥教师在信息化资源建设、信息化教学实

施和信息化教学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信息化与教育

教学的深度融合。

六、支撑平台的网址和试用账号

根据我校实验项目和近两年数字校园建设任务，我们采取

了“先试用、后选购”的策略，借助中央电教馆的政策支持和相

关公司的帮助，主要运用了如下平台：

1. 教学平台

世界大学城网址：

http://www.worlduc.com/e/default.aspx?eid=2783427

试用账号：

核心能力在线精品课网址：

http://www.vepac.cn/school/models/index.html?schoolId=f4308090-5d46-11e7

-adcf-002185fd4dea

试用账号：

2. 实训平台

乐实习智慧云平台网址：

http://www.leshixiyun.com/

学校代码：14093

用户名：18636372510

密 码：372510

http://www.worlduc.com/e/default.aspx?eid=2783427
http://www.vepac.cn/school/models/index.html?schoolId=f4308090-5d46-11e7-adcf-002185fd4dea
http://www.vepac.cn/school/models/index.html?schoolId=f4308090-5d46-11e7-adcf-002185fd4dea
http://www.leshix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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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服务平台

超星图书馆电子图书管理平台：

登录方法：

选择单位：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用户名：ycys 密码:123456

试用卡号：200730637

七、其它支撑材料

1.有关佐证材料的网址链接

http://www.sxycys.com/html/changyongxiazai/201810

/32832300.html

2.支撑材料目录（见下页，具体内容见附件文件夹，或者

浏览佐证材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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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实验校”中期评估

支撑材料总目录

序号 材料内容 备注

1 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关规划文件

2 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文件

3 学校投入数字校园建设相关经费汇总

4 各类专家论证或评估意见

5 各类获奖证书

6 新闻宣传报道

7 各类会议报告

8 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9 信息化技术辅助教学模式改革

10 世界大学城网络空间建设情况

11 学校教学资源库建设

12 学校的相关课题

13 远程培训科研及实习

14 数字校园工作总结汇编

15 数字校园建设典型案例（部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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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关规划文件

1-1 2017 年运城幼师高专数字校园建设规划（2017年 3 月）

1-2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施方案（2017 年 10月）

1-3 运幼专电函[2017]39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应用实施方

案（2017年 11月）

1-4 运幼专电函[2017]17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

及评优活动实施方案（2017 年 5 月）

1-5 运城幼师高专青年教师信息化大赛实施方案（2017 年 2月）

1-6 运城幼师高专青年教师信息化课堂教学大赛实施方案（2017 年 9月）

1-7 运幼专电函[2018]1 号《运城幼师高专关于“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进校培训活

动”的安排》（2018年 3 月）

1-8 运幼教函[2018]10号《运城幼专“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2018

年 3月）

1-9 运幼教函[2018]11 号《运城幼专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实施方案》

（2018年 3月）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结果

1-10制定《2018年运城幼师高专数字校园建设应用项目进程表》（2018年 4 月）

1-11清华大学韩锡斌博士来我校做学术报告的安排（2018年 7 月）

1-12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实施方案（2018年 9 月）

教务处 4号

1-13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2018年

9月）

1-14 2018年 9月我校赴太原考察数字化校园建设工作的日程安排（2018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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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文件

2-1 运城幼师高专信息化建设组织领导机构（2016 年 1月）

2-2 运城幼师高专数字校园建设应用项目办公室成员名单（2017 年 11月）

2-3 关于调整学校信息化建设组织领导机构并增设信息化专家质询小组的通知

（201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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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投入数字校园建设相关经费汇总

3-1 运城幼师高专信息化建设（2017 年元月至今）费用汇总

3-2 卓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中旬至今）累积投资费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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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类专家论证或评估意见

4-1 关于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园网基础条件融资运营项目应标文件的

初评意见

4-2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采购英语教育专业实训设备论证报告（2017年 8

月）

4-3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采购音乐舞蹈专业实训设备论证报告（2017年 8

月）

4-4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据中心选型方案专家审核意见汇总（2018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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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类获奖证书

5-1 运城幼师高专 2017 年个人荣誉（奖励）情况统计

5-2 2017-2018学年度年个人市级以上荣誉（奖励）情况

5-3 教电馆[2017]111 号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公示“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

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5-4 省级以上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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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闻宣传报道

6-1 太原理工大学王宝俊教授应邀来我校作高校信息化建设报告（2016年 11月）

6-2 我校召开“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项目建设启动会议（2017 年 2

月）

6-3 我校赴太原高校考察数字校园建设工作（2017 年 3月）

6-4 我校举办数字校园建设合作推进会（2017 年 3月）

6-5 我校召开“一生一空间”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工作会议（2017 年 4月）

6-6 我校召开“一生一空间”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讲座（2017 年 4

月）

6-7 我校成功召开数字校园基础网络建设项目校企合作评议会（2017 年 6月）

6-8 运城幼师高专网络学习空间评比及推荐活动圆满结束（2017 年 6月）

6-9 我校 6名师生在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中获奖喜报（2017年 9 月）

6-10 我校召开数字校园基础网络项目验收会议（2017年 1 月）

6-11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推进数字化校园的应用与创新——我校召开数字化

校园应用推进会（2017年 11月）

6-12 我校成功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进校培训活动（2018年 3 月）

6-13 清华大学韩锡斌博士将应邀来我校进行讲学（2018年 6 月）

6-14 加快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建设进程——清华大学韩锡斌博士应邀

来我校做学术报告（2018年 6月）

6-15 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建设”培训活动

（2018年 8月）

6-16 我校赴太原考察数字化校园建设工作（2018年 9 月）

6-17 我校召开数字化校园实验校中期评估推进会（2018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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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类会议报告

7-1 太原理工大学王宝俊教授讲座报告摘要（2016 年 11月）

7-2 清华大学韩锡斌博士讲座报告摘要（2018 年 6月）

7-3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进校培训内容（2018 年 3月）

7-4 中央电化教育馆“职业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建设”送教上门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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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8-1 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校企合作项目（2017 年 6月）

8-2 校园基础网络情况介绍

8-3 数据中心机房配置方案

8-4 校园电视台建设方案

8-5 门户网站改版项目

8-6 多功能录播室项目

8-7 智慧教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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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息化技术辅助教学模式改革

9-1 学生通识课程在线学习

运城幼师智慧树 18春夏学期学情报告

2017年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超星尔雅课程运行报告

9-2 教师及学生学习空间建设

9-3 信息化技术服务教学管理

9-4 信息化教学能力竞赛活动

运城幼师高专青年教师信息化大赛实施方案（2017年 2月）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大赛结果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结果

运幼专电函[2017]17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

及评优活动实施方案（2017年 5月）

运城幼师高专青年教师信息化课堂教学大赛实施方案（2017年 9月）

运幼教函[2018]10 号《运城幼专“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决赛结果

运幼教函[2018]11 号《运城幼专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实施方案》

（2018年 3月）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结果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实施方案（2018年 9 月）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2018

年 9月）

9-5 旅游英语专业 3D虚拟教室建设项目

9-6 网络课程录播教室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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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界大学城网络空间建设情况

10-1 运幼专电函[2017]17 号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推广应用

及评优活动实施方案(附学习空间评选方案)(2017年 5 月)

10-2 2017年师生学习空间建设与参赛总结

10-3 世界大学城网络空间优秀师生应用情况

10-4 教电馆[2017]111号中央电化教育馆关于公示“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

职业院校网络学习空间征集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10-5 各类获奖证书

10-6 运幼教函[2018]10 号《运城幼专“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

（2018年 3月）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决赛结果

10-7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比赛方案（2018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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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校教学资源库建设

11-1 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管理建设项目

11-2 学校教育活动优质视频资源库建设项目

11-3 省级精品课程资源库建设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精品课程

学前儿童心理概论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经典启蒙

儿童教育研究方法

幼师明德守法

11-4 网络课程录播室建设项目

11-5 中央电教馆核心职业能力线上精品课建设

11-6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融媒体教材建设框架

11-7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教材主编：潘秀萍

11-8 幼儿教育政策法规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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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校的相关课题

12-1 幼儿教师智慧学习共同体协同建设机制研究

12-2 高铁乘务专业职业岗位核心能力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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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远程培训科研及实习

13-1 远程设备清单申请报告

13-2 国家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验校运城幼师高专远程项目参与（合作）

须知

13-3 数字校园项目四工作进展 20180517

13-4 互联网+见习实习顶岗及远程教科研项目合作公告(1 号)

13-5 互联网+见习实习顶岗及远程教科研项目合作公告(2 号)

13-6 网络工作室及合作单位(个人)工作规则

13-7 远程教科研工作计划表-学前教育研究工作室

13-8 第四项目组信息化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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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数字校园工作总结汇编

14-1 2017-2018 数字校园实验校应用第一项目组工作总结

14-2 2017-2018 数字校园实验校应用第二项目组工作总结

14-3 2017-2018 数字校园实验校应用第三项目组工作总结

14-4 2017-2018 数字校园实验校应用第四项目组工作总结

14-5 2017-2018 数字校园实验校应用第五项目组工作总结

14-6 关于开展 2017级新生心理健康测评的通知(1)

关于开展 2017级新生心理健康测评的通知(2)

心理咨询室 2017——2018信息化总结

14-7 党委工作部 2017——2018信息化总结

14-8 图书馆数字信息化工作总结

14-9 校团委 2017——2018信息化工作总结

14-10 2018年保卫处信息化办公汇报

14-11 后勤处阶段性信息化总结

14-12 计财处信息化建设阶段性汇报

14-13 信息化技术在幼儿园活动中的运用——运城幼专幼儿园信息化技术应用总

结

14-14 2017-2018学年度电教网络中心第二学期工作总结

14-15 2017-2018学年教务处信息化工作总结

14-16 学生处信息化建设阶段性工作汇报

14-17 2017——2018年学前教育系教育信息化工作总结

14-18 语言文学系 2017——2018 年信息化工作报告

14-19 艺术系 2017——2018 年信息化工作总结

14-20 2017-2018学年美术系信息化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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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基础教学部 2017-1018年信息化建设的总结材料

14-22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实验校 2017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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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数字校园建设典型案例（部分）汇编

15-1 基于信息化的“三方融合、三位一体”实习管理模式探究

15-2 搭载“互联网+”，专业建设赶上快车道

15-3 互联网+下信息化技术与教学改革新模式探索

15-4 基于学习空间的《学前儿童教育研究》教学模式改革

15-5 以功能应用为主线实施素质教育

15-6 高职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建设现状及对策

15-7 高职女生在线学习特点

15-8 借助网络推进教学模式改革(运城幼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