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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1

专业群辐射产业

（二）与行业企业深入合作

1、学院与海南英立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深度合作累计培养“双师型”教师5人；

共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1个专业，累计招生159人；共建Android开发、软件测试2

个软件技术方向，累计招生270人，其中2021年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招生31人，

Andoid开发招生9人，软件测试招生20人。累计安置学生就业138人；近五年累计

开展社会培训4场（次）200人（次）。

与达内集团合作 与海南英立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合作    

（一）聚焦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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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实训基地

2、学院与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2021年开

始招生。共建实习实训基地1个；累计开展培训、参观6场（次）150人（次）。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二）与行业企业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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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二）与行业企业深入合作

机电工程学院交流学习 人工智能讲座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领导协同肖院了解体验
中心智能产品

中国人工智能协会与全国各地高校领导参观人工智
能体验中心

琼海市实验小学学生来我校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参观 海桂学校教师参观我校智能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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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1、优质校

2018年我校被省教育厅评选为省级优质校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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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特色专业

2009年软件技术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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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普及青少年科技知识，让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热爱学习， 2019年12月16日至

18日，在曾维鹏老师带队下，我院10名师生组成的社会服务团队到文昌市开展为期三天的科技进

校园活动。

本次服务社会活动采取科技进校园的方式，将我院师生制作的各种机器人、智能产品等在各

中学进行展示，通过机器人舞蹈、青少年制作机器人完成比赛等各种环节让青少年们了解机器人

是如何开发的，我们能如何应用机器人技术等。

本次科技进校园社会服务活动走访了文昌市各所中小学。首先让中小学生看到机器人的舞蹈，

再进一步给中小学生们介绍机器人的开发流程，最后再让中小学生们动手制作机器人、编写程序、

完成任务。这个流程让青少年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他们认为高深的计算机编程技术其实很简单，他

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也开发出自己的机器人，让青少年们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本次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得到了各中小学及学生们的赞扬。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而言国家基

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实施，我国中小学机器人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其教育价值已逐步获

得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中小学机器人教育的普及开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我校作为海南

省内唯一一所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校，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海南省青少年机器人普及贡献我们

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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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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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海南省职业院校单独招生报名系统
简介：海南省职业院校单独招生报名系统是受海南省考试局委托，面向海南省单独招生考试

项目，对考生进行报名、证件（相片）采集、考试、成绩、录取管理系统。系统是一套多用户、

多角色报名管理系统，包括系统配置、用户管理，院校管理，时间管理，报名、审核、准考证打

印、报表统计、数据导人导出等功能，采用计算机替代传统的纸质表格报名，并支持多级用户审

核制度，可进行在线审核、审批、在线打印准考证等。软件界面友好、灵活，可兼容主流浏览器

和移动设备。

该系统已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海南省单独招生考试报名中使用，效果良好。

项目开发组：

教师：季文天、曾维鹏

学生：蔡周文（14软件技术301班）、揭光迪（14软件技术303班）、秦元姣（14软件技术

3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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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海南省职业院校单独招生报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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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三） 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

软件工程学院对外项目

名称：博鳌滨海小镇

简介：博鳌滨海小镇产地产位于海南省博鳌市滨海大道, 周边配套有: 

中心市场、索菲特国际大酒店、海滨浴场、沙滩排球、高尔夫球场、华美

达酒店、海洋公园等。

项目开发组：

教师：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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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定位和特色

（四）专业群组建合理

软件产业以基础软件为支撑，由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移动应用软件推动各

行业实现软件定义生态链，为专业群组建提供了产业发展逻辑。云计算、大数据、

智能物联、人工智能为专业群组建提供了先进的技术逻辑。新业态、新技术岗位呈

现专业化和泛在化，一专多能的职业岗位要求为专业群组建提供了人才需求逻辑。

专业群以软件技术专业为核心，按照软件产品技术基础相近原则，聚合移动互联应

用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专业形成专业群。

专业群内各专业就业岗位相关度高，以典型岗位的技术技能要求构建课程体系，各

专业共享课程资源、师资团队、实训资源以及校企合作企业，有利于形成专业群建

设与人才培养合力。

11



佐 证 材 料

12

周明全大师工作室挂牌

二、专业教学团队

（一）大师

2020年12月31日，软件工程学院和动画学院在实训楼隆重举行周明全大师工

作室和虚拟现实应用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仪式由魏应彬校长主持，软件工程学院党

总支姚坚书记、动画学院张克亮副院长以及学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仪式。

魏应彬校长充分肯定了“周明全大师工作室”的设立，同时寄望软件工程学院

以“名师工匠”为引领，通过建设虚拟现实工作环境，发挥周明全教授在虚拟现实

方面的技术、资源组建专业团队学习VR技术的优势，引入学生VR创新创业项目,培

养一支具备VR开发技术的师资和学生团队。进一步促进课程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设置，促进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建设，培养高素质高技术

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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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周明全教授作学术报告
2019年4月17日晚，我院在综合楼一楼第一会议室举办学术讲座。北京师范大

学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技术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周明全教授以《VR/AR ：科学、艺术

和工程》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我院软件工程学院、网络工程学院、动画学院等院部

的领导和教师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教务处严丽丽处长主持。

周明全教授从虚拟现实科学、虚拟现实艺术、虚拟现实工程、虚拟现实和人工

智能等四个部分讲解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历程、虚拟现实的应用和虚拟现实的未

来发展前景。周明全教授介绍了VR（虚拟现实）行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虚拟现实

在科学、文明、生活中的应用设想。以兵马俑为例，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

讲述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拟现实的传承和发扬。

在交流讨论环节，动画学院、软件工程学院等院部就如何建设好虚拟现实专业

和如何指导学生学习掌握虚拟现实技术等问题与周明全教授做了交流和探讨。

作为虚拟现实行业的专家，周明全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视听盛宴，

让我们对虚拟现实的前沿科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为我院虚拟现实相关专业

的发展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二、专业教学团队

（一）大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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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职业院校教学名师

14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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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教学团队

15

软件技术专业（web应用系统）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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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级及以上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16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潘云霞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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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国家级）

序
号 姓名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及

获奖时间

一、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1
潘萍       

符于江     
周仁云

课件《Flash逐帧动画》 
荣获第二十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

高等教育组课件二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2
雷华军
 符于江
邢益良

作品《C语言之递归》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

高等教育组课件二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二、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1
雷华军     
郝海妍    
潘萍

课件作品《photoshop蒙版的使用》
荣获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高等教育组

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7年12月

2 郝海妍 课件作品《冒泡排序之C语言实现》 荣获第二十二届全
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8年11月

3
雷华军     
潘萍         

符于江

作品《PS颜色设置详解》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
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4 雷华军 作品《Flash逐帧动画制作》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
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高等教育组微课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三、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1
陈冠星       
雷燕瑞      
郭清菊

作品《以谨赋权，以备应灾——数据库运维之道》                         
荣获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专业课程（技能）一组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2
王贞        

邓奉先        
符石

作品《封装、继承、多态-开启编程新世界》荣获
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专业课程（技能）一组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3 覃桢
作品《基于mutisim的DIY小电路的设计和制作》荣获

2019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专业课程一组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17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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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国家级）

18

2016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7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8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6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7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8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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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 

19

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
一组（A）二等奖

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
一组（A）二等奖

二、专业教学团队



佐 证 材 料

（五）教师获奖 

20

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技术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2019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一组三等奖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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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省级）

21

二、专业教学团队

序号 姓名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及        获奖时间

一、教科研成果奖、教学大赛

1 桂占吉 项目名称《非线性系统的混沌控制及疾病防控研究》                  
荣获2019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0年8月31日

2
邢益良      
裴云      

雷华军

项目名称《移动互联网脚本应用开发技术体系》                 
荣获2020年度海南省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三等奖

海南省电子学会           
2020年8月10日

3
曾维鹏    
  季文天    
 蔡莉莎

 教学作品《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                              
荣获2017年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年9月26日

4 严丽丽等 项目名称《云计算环境下任务调度算法应用研究》
荣获琼海市2016年度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二等奖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7年5月
5 曾维鹏    

蔡莉莎
项目名称《基于GSM通信模块的智能交互式环境监测仪的应用研究》

荣获琼海市2016年度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三等奖

6

韩宝如     
李京兵    
吴恒玉    
 黄果    

 蔡莉莎

成果《基于神经网络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荣获第五届海南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年5月

7 姚坚 项目《基于车载网络路由协议的研究》                         
 荣获科学进步二等奖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6年4月

二、获奖论文

8

魏应彬     
严丽丽      
刘来权     
王康

论文《高职扩招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荣获2019年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                       
2019年12月6日

9

严丽丽    
丰春光     
 史君萍    
 廖敬

论文《诊改视角下忧患意识融入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探究》       
荣获2019年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年会优秀论文特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
作委员会            

 2019年11月

10

严丽丽          
丰春光 
郭英英   
 史君萍

论文《刍议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严丽丽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文评比特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
作委员会            

 2017年4月

11 符天     
王贞 

论文《基于“交互式”的软件技术专业微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为例》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文评比优秀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018年11月17日

12

严丽丽    
 胡国杰  
 史君萍    
 郭英英

论文《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                              
荣获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016年12月16日

13 郝海妍 论文《浅谈职业院校依法治校和治理体系建设》                                  
荣获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                       
2016年12月

14 陈艺卓 论文《浅谈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如何培养网络技术专业人才》                               
荣获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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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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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序
号 姓名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及        获

奖时间

三、先进单位、个人、教职工比赛获奖及其它奖项

17
雷华军     
郝海妍     
符于江

课件《Photoshop调色及色彩命令详解》
荣获第二十六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9年8月23日

18
陈婔                 
潘萍             

曾波霞

课件《Unit4 Movies》
荣获第二十六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三等奖

19 教务处 
（严丽丽） 授予：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度突出贡献奖 海南省计算机学会                

2018年

20 严丽丽 评为2018年度海南省计算机学会”先进会员” 海南省计算机学会                
2018年12月23日

21
雷华军  
符于江  
郭清菊

课件《函数的递归调用》
荣获第二十五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一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8年8月3日22

郝海妍     
雷华军     
潘萍

课件《冒泡排序法》
荣获第二十五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一等奖

23
陈婔      
陈敏    

 蒋秀娟

作品《Gift-Giving》                                          
荣获第二十五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三等奖

24
潘萍      

雷华军    
潘海妹

课件《PS图层蒙版》
荣获第二十四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年8月

25
雷华军  
潘萍   

郝海妍

课件《Flash遮罩动画》
荣获第二十四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活动（课件类）

二等奖

26 潘萍 课件《Flash逐帧动画》                                     荣获第
二十三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课件类）一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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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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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荣获2018年度海南省电子学会优秀会员单位 琼海市2016年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9年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年
会优秀论文特等奖

2019年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年会优秀
论文评论中，荣获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2017年
会教学研究论文特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

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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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获奖（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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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图片

基于车载网络路由协议的研究获得二等奖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
（课件类）一等奖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
（课件类）二等奖

荣获2017年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
等奖

荣获第二十五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
（课件类）一等奖

荣获第二十三届全省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
（课件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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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序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职称 项目组成员 起止年月

国家级项目

1 GXH2016-
54

海南省电子信息产业人
才需求调研 肖友荣 教授 2016.1-2019.12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618MS078

基于MapReduce的改进
朴素贝叶斯算法在社交
网络数据挖掘中的研究

及应用

肖自乾 副教授
陈经优、符石、王振宇、

潘海妹    魏应彬、王瑞庆、
姚坚、杨帆、戴辉

2018.1.1至
2020.12.31

2 618MS079 基于移动情境感知的推
荐算法研究与应用 马杰 副教授

桂占吉、易慧明、严丽丽、
季文天    刘来权、黄昊、

陈艺卓、王晶

2018.1.1至
2019.12.31

3 ZDYF2017
145

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创新
创业人才发展政策研究 戴辉 讲师

魏应彬、桂占吉、杨照明、
郑全军   季文天、肖自乾、

陈经优

2017.1.1至
2017.12.31

4 617166 基于云计算环境下中间
件负载均衡算法的研究 姚坚 副教授

彭好佑、傅翠玉、杨登攀、
严丽丽 何军余、韩武光、

王君佑

2017.1.1至
2019.12.31

5 20166227
基于场景的红外图像处
理关键算法研究及其应

用
白晓波 教授 韩宝如、钟裕林、覃学峰、

龙著乾
2016.1至
2017.12

6 20166229
基于启发式搜索策略的
路径规划算法的研究与

应用
蔡莉莎 副教授

曾维鹏、吴恒玉、唐民丽、
肖友荣、  黄果、潘云霞、

林尔敏、邓奉先

2016.1至
2017.12

7 20156221
基于偏微分扩散方程的
医学图像边界增强与去
噪算法研究及其应用

戴辉 助教
魏应彬、桂占吉、刘明鹏、
王弗雄、季文天、何彬、

肖自乾、陈经优

2015.1至
2016.12

8 20156230 免疫算法的关键技术分
析与优化研究 龙著乾 　副教授

王弗雄、杜建华、许苗村、
严丽丽、周仁云、傅翠玉、

戴祖国

2015.1至
2016.12

9 20156232 基于密度的模糊C-均值
聚类算法研究 刘来权 　副教授 雷燕瑞、季文天、白蕾、

陈燕、严丽丽、郭清菊
2015.1至
2016.12

10 20156237
面向移动互联网脚本应
用软件开发的体系结构

基础研究
邢益良 副教授　

裴云、桂占吉、魏应彬、
王弗雄、韩宝如、雷华军、

洪秀金

2015.1至
2016.12

11 20156240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课
程分析系统研究 肖友荣 教授

欧军、刘来权、马杰、
郑全军、李文锋、蒋国文

周宝富

2015.1至
2016.12

12 20156248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车
辆路径优化问题的研究

及应用
肖自乾 　副教授

陈经优、魏应彬、陈李霞、
季文天、王瑞庆、杨帆、

戴辉

2015.1至
2016.12

13 20156249 人工智能在物联网硬件
节点的通用API应用研究 曾维鹏 副教授　

蔡莉莎、吴恒玉、唐民丽、
黄果、王弗雄、郭清菊、

季文天

2015.1至
2016.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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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序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职称 项目组成员 起止年月

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育教改、科学研究项目

1 Hnjg2020-
140

“课程思政”融入高职
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学

改革探索与实践
郭清菊 副教授

雷燕瑞、白蕾、陈冠星、
闫魁颖、 王霞、王可淦、

杨登攀、王振宇

2020-01至2022-
12

2 Hnjg2020-
141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
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研究（以高职计算

机类专业为例）

郝海妍 副教授

杨登攀、黎剑、周让明、
潘萍、龚雪、周仁云、

齐圆华、司家斌、符于江、
李超

2020-01至2022-
12

3 Hnjg2020-
144

基于红蓝对抗的《网络
安全技术与应用》教学

研究
张国防 副教授

杨登攀、雷燕瑞、严丽丽、
白晓波、郑全军、陈雪丽、
吴清秀、丁石雄、马俊涛

2020-01至2022-
12

4 Hnky2018
-84

基于Web日志挖掘的安
全事件分析与研究 符天 副教授

卢彧、王贞、雷燕瑞、
季文天    杨登攀、韩武光、

林维茂、杨学
2018.1至2020-12

5 Hnky2018
-86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学生
自主学习模式识别与评

价体系研究
王少茹 副教授

王弗雄、王贞、邓奉先、
傅翠玉    王成、彭好佑、

廖敬、蒙元胜   云天灿
2018.1至2021-1

6 Hnky2016
ZD-15

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管
理系统 马杰 副教授

桂占吉、严丽丽、李维涛、
陈艺卓、黄昊、符天、

张洪
2016.1至2017.12

7 Hnky2016
-66

K-means聚类算法在旅
游业游客细分中的应用

研究
陈经优 副教授

肖自乾、王康、王崇、
王贞、 符石、王瑞庆、

王家松
2016.1至2018.12

8 Hnky2016
-67

基于用户兴趣的个性化
推荐算法在大数据环境

下的改进分析研究
郭清菊 副教授

季文天、雷燕瑞、周仁云、
卢彧    白蕾、马俊涛、

王振宇、王霞    
2016.1至2018.12

9 Hnky2015
-76

AI规划在机器人路径规
划中的应用研究 蔡莉莎 副教授

曾维鹏、吴恒玉、唐民丽、
覃学峰、韩宝如、黄果、

林尔敏、潘云霞

2015-01至2017-
12

10 Hnky2015
-78

基于SSLVPN的手机银行
安全接入研究 张国防 副教授

白晓波、李维涛、欧军、
孙超、郑全军、季文天、

虞成诚、符天

2015-01至2017-
12

11 Hnky2015
-80

基于图像哈希的医学图
像鲁棒水印算法的研究 韩宝如 副教授

李文锋、黄果、蔡莉莎、
邢益良、覃学峰、吴恒玉、

庞炳楠、梁帅

2015-01至2017-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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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部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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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体化管理平台

基于SSLVPN的手机银行安全接入研究

基于模型诊断的电路故障诊断系统的应用研究

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网络舆情分析研究 基于图像哈希的医学图像鲁棒水印算法的研究

基于P2P技术的流媒体负载均衡算法研究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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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来源(发表、出版刊物名称、刊号、期数或时间)

一、三大检索(EI、SCI、ISTP（CPCI-S））

1 曾维鹏  
 蔡莉莎      

EI论文《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ircuit 
Fault Finding Algorithm Based on Model 

Diagnosis in System-on-Chip》

source title：Proceedings of 2019IEEE 4th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入藏号：20201108285614             2020年

2 曾维鹏  
 蔡莉莎      

EI论文《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racking 
System based on OpenMV Image 

Recognition》

source title：Proceedings of 2020IEEE 5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Conference,               
 入藏号：20203809211752             2020年

3 邢益良 EI论文《A Class Attendance System Based 
on SL4A》

source title：2019 IEE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                 
  入藏号：20192507082819             2019年4月  

4 符天  
 王贞

EI论文《APT Attack Situation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source：Proceedings of 2019IEEE 3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BN-13：9781538662434              2019年4月  

5 符天
EI论文《Application of Wavelet Fuzzy 

Neural Network in Real Time Traffic Flow 
Forecasting》

source title：Proceeding of 2018  2nd IEE 
Advanc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入藏号：20184406018533                 2018年  

6 邢益良   
裴云

EI论文《A Measurement Mehtod of 
Levelness Based on SL4A Direction Sensor 

and Its Implementation》

source title：Proceeding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Serbice Sciences          
入藏号：20182105215662                 2018年  

7 邢益良  
 裴云

EI论文《A Students' Scores-recording 
System Based on SL4A》

source title：Proceeding of 2018  2nd IEE 
Advanc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入藏号：20184406018281                 2018年  

8 雷华军
EI论文《Research and Simulation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Phon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L4A》

source title：2018 IEE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alysis                           

入藏号：20182505332182                 2018年  

9
姚坚   

韩武光   
彭好佑

EI论文《Th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ddleware in Cloud Computing》

source titl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 Series                        

入藏号：20184706125107                 2018年  

10

彭好佑  
 韩武光    

姚坚     
傅翠玉

EI论文《The Realization of Load Balancing 
Algorithm in Cloud Computing》

source titl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 Series                       

 入藏号：20184706126499                 2018年  

11
符天   
王贞    

 王天明

EI论文《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a New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in 

Tourism Flow Forecasting》

source title：ACM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       

ISBN-13：9781450365123                2018年  

12

吴清秀   
桂占吉    
 李书清   

欧军

SCI论文《Directly connect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rint

 入藏号: 0218-0014        Online ISSN: 1793-
6381（SCI）              2018年

30

二、专业教学团队

（六）教师科研成果 



佐 证 材 料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来源(发表、出版刊物名称、刊号、期数或时间)

一、三大检索(EI、SCI、ISTP（CPCI-S））

13 蔡莉莎   
曾维鹏

EI论文《Applied Research Of Circuit Fault 
Diagnosis System Based On SAT 

Satisfying The Algorithm》

source title：Electronic and Automation 
Control Conference                     2017年9月

14 林尔敏  
曾维鹏

EI论文《Path Search of Intelligent Car 
Based on Graphplan》

source title：Proceeding of 2017 IEEE 2nd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7年

15
郭清菊  
季文天   
周仁云

EI论文《Algorithm Study under Big Data 
Environment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User Interest 
Model》

source title：Proceedings-16thIEEE/AC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CIS2017      
 入藏号：20174104250905              2017年

16
雷燕瑞    
李蕾       

刘来权

EI论文《Application of Fuzzy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Analysis 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Performance》

source title：Journal of Computers                 
入藏号：20171203465838 2017年  

17 符天   
王贞

EI论文《Based on wavelet analysis—fuzzy 
neural network real time traffic flow 

prediction》

source title：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入藏号：：20174204284460                2017年  

18 符天   
王贞

EI论文《Research On Resource Scheduling 
Mechanism Based On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source title：Proceeding of 2017 IEEE 2nd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入藏号：20174704441939                  2017年  

19 陈经优  
肖自乾

EI论文《Research on 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population 

Elite Selection Strategy》

《 2n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n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入藏号：WOS：000425460800022                    
2017年

20 桂占吉           
（通讯作者）

EI论文《Impulsive state feedback control 
of Predator-prey System with 

Hassell–Varley Functional Respons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Instr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年3月                         

21 桂占吉           
（通讯作者）

EI论文《Stability of periodic solutions of 
periodic cellular neural networks with 

time delays and impulsive perturbations》

Proceedings of 2017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Instrumentation & 
Information Systems (EIIS)              2017年6月 

22 白蕾
CPCI-S论文《Design of mobile Intenet 

cli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embedded video phone》

入藏号：978-94-6252-331-9             2017年

23 雷华军      
邢益良

CPCI-S论文《A Mobile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based SL4A and HTTP and 

Scripting Languages》

《2017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Measuring Technology》        
 入藏号：WOS：000414088200162      2017年

25
韩武光     
彭好佑     
姚坚

CPCI-S论文《The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loud Computing 

System Archite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MEIT 2017) 》          
入藏号：WOS：000426730000093       2017年

26 桂占吉           ISTP论文《Application of Richards Model 
on Hainan Population Growth Forecast》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Marketing 

(EMEM)                                      2017年10月

27 桂占吉           
ISTP论文《Exponential Synchronization of 
the Hopfield Neural Networks with New 

Chaotic Strange Attractor》

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ITA)                          2017年5月ISTP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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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六）教师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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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来源(发表、出版刊物名称、刊号、期数或时间)

一、三大检索(EI、SCI、ISTP（CPCI-S））

28 桂占吉           ISTP论文《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nim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Computer and Medicine 

(EMCM 2016)                  2017年12月ISTP检索

29

符策红    
马杰         

刘来权    
严丽丽

EI论文《Parallel task scheduling balancing 
algorithm based on clonal selection 

algorithm in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source title：Engineering 
Technology,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Engineering                           
入藏号：20161102097712                   2016年  

30

马俊涛  
李维涛   
符天 

 严丽丽  
胡国杰

EI论文《A novel dynamic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in cloud computing》

source title：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入藏号：20160101755070                2016年

31 肖自乾 EI论文《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source title：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入藏号：20160902026056                    2016年

32 肖自乾
EI论文《Research on path optimization 
based on improved 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

source title：Proceedings 2015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Human-Machine Systems and Cybernetics 
IHMSC2015                        

入藏号：20160401837922                    2016年

33 龙著乾   
季文天

EI论文《Power-Efficient Immune Clonal 
Optimization and Dynamic Load Balancing 

for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in Green Cloud Computing》

source titl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入藏号： 20162702563231              2016年 

34 龙著乾 EI论文《An Novel Global Heuristic 
Optimzation Immune Algorithm》

source title：Proceeding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入藏号r： 20161702302619               2016年 

35
邢益良     
裴云     

雷华军

EI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Android 
Application based on SL4A》

source title： 2015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入藏号：20161302171515      2016年

36 邢益良    
雷华军

EI论文《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ng Geographic Location into Web 

Map based on  Scripting Layer for Android》

source title：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alysis                    

入藏号：20163302717769      2016年

37 傅翠玉
CPCI-S论文《Study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Html5 Core Technology Based 
on Mobile Browser》

入藏号：978-94-6252-229-9             2016年

38 傅翠玉
CPCI-S论文《Exploration of Web front-e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入藏号：978-94-6252-229-9             2016年

39 王少茹
CPCI-S论文《Application of Micro Lessonin 

“Basics of 
ComputerApplication”Teaching》

入藏号：978-94-6252-230-5             2016年

40 王少茹
CPCI-S论文《Application of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in”Computer Assembly  
and Maintenance”Course Teaching》

入藏号：978-94-6252-230-5             2016年

32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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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来源(发表、出版刊物名称、刊号、期数或时间)

一、三大检索(EI、SCI、ISTP（CPCI-S））

41
吴清秀      
张国防     
严丽丽

CPCI-S论文《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Research Based on Monobus 

Technology》
入藏号：000373378400031             2016年

42
吴清秀   
李书清    
张国防

CPCI-S论文《The wireless networking 
research based on Zstack》 入藏号：000373378400033               2016年

43
蔡莉莎     
曾维鹏      
韩宝如

CPCI-S论文《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Fire Engine 
Path Planning based on SAT Algorithm》

入藏号：978-1-60595-361-8            2016年

44 王成 CPCI-S论文《Fast Method for Rectangle 
Detection》 入藏号：978-94-6252-210-7            2016年

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45 邢益良 论文《敏捷开发在高职课程团队教学中的应用
探讨》

《实验技术与管理》        
 入藏号:ISSN1002-4956；CN11-2034/T     

2019年9月 第36卷第9期总第277期

46 雷燕瑞 论文《高职项目驱动式课程教学资源库的设计
与应用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入藏号:ISSN1004-9290；CN11-3117/G4     

2018年1月第2期总第654期

47 桂占吉 论文《中国人口增长的脉冲突变与趋势预测》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入藏号:ISSN1000-0984；CN11-2018/O1       
2018年5月 第48卷第10期       

48
蔡莉莎     
曾维鹏      
韩宝如

论文《基于模型诊断电路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现代电子技术》       
 入藏号:ISSN1004-373X；CN61-1224/TN       

2016年4月 第39卷第8期

33

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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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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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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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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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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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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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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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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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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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及 获奖时间 备注

1
刘来权      
雷燕瑞      
白蕾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计算机模块化散
热组件

（专利号：ZL20192064562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年6月2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2 邢益良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安卓手机自动充

电系统
（专利号：ZL2018 2174236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5月31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3
雷亚莉      
蔡莉莎           
林尔敏

实用新型专利--自动控制动物实验箱                                    
（专利号：ZL2019 2 0264034.X）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11月12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4
曾维鹏           
蔡莉莎      
陈法荣

实用新型专利--智能花盆及其控制系
统                                

 （专利号：ZL2019 2 020980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11月12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5
雷华军     
符于江     
潘萍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计算机物联
网的旋转式实验室监控装置                                     

（专利号：ZL2017-2-087335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8年1月19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6
雷亚莉     
黄果    

王平均

实用新型专利-- 自动控制绕带机                                     
（专利号：ZL2017-2-143578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8年5月11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7

吴清秀         
桂占吉     
欧军     

张国防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云端园林环境监
测系统                                      

（专利号：ZL2015-2-100036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6年4月13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8
符于江    
潘萍    

周仁云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散热袋及计算机
水冷散热系统                                     

（专利号：ZL2015-2-11115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6年9月7日

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六）教师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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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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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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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佐 证 材 料

（六）教师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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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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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一）实训基地

41

软件外包工厂    

嵌入式（物联网方向）职业教育
实训基地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实训基地    

 软件研发中心    

机器人创新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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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2

2020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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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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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二）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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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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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2018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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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5

三、教学资源

2018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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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来源（出版社、出版期数或时间等）

1 王成    
（主编） 教材《Java EE 轻量框架技术SSM》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ISBN 978-7-5615-3701-5

2 雷燕瑞     
（主编） 教材《从0到1，从创新到创业》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ISBN 978-7-5615-6117-1

3 李传科      
（副主编） 教材《Java语音程序设计》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ISBN 978-7-5647-7179-9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4 刘来权     
（主编） 教材《计算机应用基础》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ISBN 978-7-121-36908-7                          

全国高等院校“+互联网”系列精品教材

5 雷燕瑞     
（主编） 教材《SQL Server2014数据库案例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ISBN 978-7-302-52242-3                      

职业教育“十三五”改革创新规划教材

6 马杰           
（专著） 教材《Android项目开发入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ISBN 978-7-312-04791-6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7 郭清菊  
（主编） 教材《实用软件测试技术z》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年2月                                     

ISBN 978-7-5685-1352-4

8
邢益良      
雷华军     
裴云

合著《Android脚本应用开发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ISBN 978-7-302-45232-4

9 王崇    
（主编） 教材《C++语言程序设计》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6月                                     

ISBN 978-7-5576-3123-9

10 王崇    
（副主编） 教材《综合布线系统》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ISBN 978-7-5639-4823-9

11 杨帆    
（主编） 教材《网页设计与制作》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17年7月                                     

ISBN 978-7-83002-480-2

12
陈经优      
肖自乾     

（主编）
教材《WEB前端开发任务教程》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年8月                              

ISBN 978-7-115-46188-9

13 龙著乾  
（主编） 教材《数字图像处理》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ISBN 978-7-5612-5605-3

14 曾维鹏      
蔡莉莎 教材《单片机应用技术项目式教程》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7年5月                                 

ISBN 978-7-5198-0813-6

15 王成     
（主编） 合著《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与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ISBN 978-7-5677-5732-5 

16 吴清秀   
（副主编） 教材《计算机专业英语》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ISBN 978-7-5647-3643-9

17 季文天       
（主编） 教材《C语言程序设计》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年6月                                 

ISBN 978-7-115-41692-6

18 王少茹     
（副主编） 教材《计算机网络基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ISBN 978-7-5612-4795-2

19 蔡莉莎     
韩宝如 教材《传感器技术及应用》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6年5月                             

ISBN 978-7-5123-9339-4

（三）教师出版教材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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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出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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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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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出版教材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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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三）教师出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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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出版教材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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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三）教师出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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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群生源情况

（一）办学规模

52

近五年专业群专业招生人数统计表

序号 专业 招生人数（人）

1 软件技术 1568

2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118

3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112

4 大数据技术 65

5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021年开始招生）

（二）近五年就业率

毕业时间 毕业生所属专业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2016

软件技术
游戏软件
软件测试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07 196 92.27

2017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240 203 93.75

2018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307 292 95.11

2019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物联网工程技术

294 284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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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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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担过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1+X证书制度试点、“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

2019年1+X证书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证书考试新闻

2019年学生取得1+X证书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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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X证书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证书考试新闻

2020年学生取得1+X证书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证书

五、标志性成果
（一）承担过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1+X证书制度试点、“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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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志性成果

（二）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

55

2009年软件技术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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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志性成果

软件工程学院近5年就业情况汇总

（三）近五年学校就业工作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就业创业典型

毕业时间 毕业生所属专业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2016

软件技术
游戏软件
软件测试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07 196 92.27

2017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240 203 93.75

2018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307 292 95.11

2019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
物联网工程技术

294 284 96.6



佐 证 材 料

57

五、标志性成果

（三）近五年学校就业工作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就业创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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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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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序号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一、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

1 2016职业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APP开发“一等奖

二、全国技能大赛二等奖

1 2017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团体二等奖

三、全国技能大赛三等奖

1 2019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团体三等奖

2 2019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团体三等奖

3 201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四合天地杯”软件测试团体三等奖

4 201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团体三等奖

5 2017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团体三等奖

6 201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团体三等奖

7 2020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高职组“云计算”赛项个人三等奖

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相关赛项

1 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五、其他国赛获奖

1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2 2019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3 2020年“泛珠三角”计算机作品赛国赛三等奖

4 2019年“泛珠三角”计算机作品赛国赛二等奖

5 2017年“泛珠三角”计算机作品赛国赛三等奖

6 2018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网站设计与开发” 项目选拔赛全国第12名

7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十五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全国16名

8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十五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全国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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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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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
高校二等奖

2019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
高校一等奖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
省团体特等奖

2019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全国团
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2016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国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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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
竞赛中荣获创意组铜奖 2017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我院学生入围2018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

（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五、标志性成果

2020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高职组“云计算”
赛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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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学生获得省级一等奖

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备
注

2016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一等奖 张珺姑、吕宇婷、钟火英 邓奉先、曾维鹏

全
省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
赛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浏坛、吴碧璇、张、建 季文天、龙著乾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志建、陈冬明、刘元智 马杰、王贞

2017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仲超 马杰、李传科

2017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一等奖 叶东、刘晓英、汪自富 杨帆、陈上

2018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金沩炜、刘淳滨、李柳萍 马杰、雷华军

2019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王睿、柳其运、李儒浩 马杰、王晶

201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吴健、程成、刘子焕 陈艺卓、马杰

2020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吉训宇、张燕妮、胡鹏飞 陈艺卓、马杰

2016

省电子设计大赛

一等奖 陈冬明龙荐智陈奎 黄果

2016 一等奖 陈怀仕周志鹏陈昊 林尔敏

2018 一等奖 罗金娜、谷湘粤、陈煜凡 曾维鹏

2019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一等奖 蔡宽    刘成    张浩 雷华军

2020 海南省高校信息素养大赛个人奖 一等奖 胡鹏飞 吴乾请、蔡妹

（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五、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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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学生获得省级一等奖

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6

泛珠三角计算机作品赛

一等奖 陈冬明、刘元智          
罗建彬、胡永刚 马杰、符天

2018 一等奖 陈法荣、陈昱州、
彭彦金 曾维鹏

2019 一等奖 刘晔 肖自乾、杨帆、
李传科

2020 一等奖 黄婉仪、王培龙                   
刘文倩、赵昌松 邢益良、裴云、杨帆

2019 天梯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高校特等奖 刘友谊等30人

符石、邓奉先、
陈经优、王贞、
 马杰、杨帆、
傅翠玉、自乾

2019 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团队特等奖 刘友谊等10人

2019 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团队一等奖 蔡宽等10人

2020 2021年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高校
特等奖 涂爽等30人

王贞、符石、邓奉先、
陈经优、李传科、

雷华军、陈上

2020 2022年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团队
特等奖 涂爽等10人

（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五、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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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五、标志性成果

2016-”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开发“一等奖 2016-移动互联网APP开发一等奖

2016-移动互联网APP开发一等奖 2017-“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团体项目一等奖

2017-移动互联网APP与开发团体项目一等奖 2018-移动互联网APP开发-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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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五年学生获奖

五、标志性成果

2018“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海南省赛（专
科组）-一等奖

2019“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海南省赛（专
科组）-一等奖

2020“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海南省赛（高
职高专组）-一等奖

2020年首届海南省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高职组个
人单项第一名

2016“泛珠三角“（海南赛区）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一等奖

2019年（第12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海南省
级赛中-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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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成果名称及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及        
获奖时间

一、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1
潘萍      

 符于江     
周仁云

课件《Flash逐帧动画》荣获第二十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
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二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2
雷华军
符于江
邢益良

作品《C语言之递归》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
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二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二、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1
雷华军     
郝海妍    
潘萍

课件作品《photoshop蒙版的使用》荣获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
化大奖赛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7年12月

2 郝海妍 课件作品《冒泡排序之C语言实现》荣获第二十二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
化交流活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8年11月

3
雷华军     
潘萍         

符于江

作品《PS颜色设置详解》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
活动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4 雷华军 作品《Flash逐帧动画制作》荣获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
交流活动高等教育组微课三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年11月

三、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1
陈冠星       
雷燕瑞      
郭清菊

作品《以谨赋权，以备应灾——数据库运维之道》荣获2020年海南省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一组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2
王贞       

 邓奉先        
符石

作品《封装、继承、多态-开启编程新世界》荣获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一组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3 覃桢 作品《基于mutisim的DIY小电路的设计和制作》荣获2019年海南省高
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一组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9月26日

（五）近五年教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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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7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8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二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9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五）近五年教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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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
一组（A）二等奖

2020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技能）
一组（A）二等奖

五、标志性成果

（五）近五年教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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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五年教师获奖

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技术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2019年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专业课程一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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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6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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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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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9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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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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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承办过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19年承办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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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17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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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18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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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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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佐 证 材 料

五、标志性成果

79

（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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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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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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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