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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教 育 飞 行 器 制 造 技 术 专 业 
教学资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文件 

 

飞行器资源库办[2022]4 号 

 
 

资源库建设情况通报 
根据《飞行器制造技术专业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工

作方案》安排,截至 5 月 31 日资源库建设验收工作情况、课程资源

建设情况、资源应用情况等通报如下。 

一、验收工作进展情况 

项

目 

任务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人 任务参与人 

截至 5月 31

日完成情况 

验 

收 

报 

告 

1 建工作群、相关参考资料上传 谢智慧 林巧、蓝桂芳 已完成 

2 一页纸工作计划 谢智慧 林巧、蓝桂芳 已完成 

3 相关绩效指标查漏补缺 吴云锋 谌侨、林巧、蓝桂芳 已基本完成 

4 教师、学生使用手册 谢智慧 蓝桂芳 已完成 

5 课程质量报告 吴云锋 谌侨 已基本完成 

6 验收总结报告 杨  丰 吴云锋、文韬、谌侨 已基本完成  

7 典型学习方案 吴云锋 谌侨、蓝桂芳 已基本完成 

8 财务审计报告 张冬平 吴云锋、赵世俊 滞后 

9 相关佐证材料准备 吴云锋 谌侨、林巧、蓝桂芳 滞后 

10 资料汇总 谢智慧 林巧、蓝桂芳 滞后 

11 门户网站资源更新 吴云锋 
各部门相关负责人（见工作清

单）、助理、肖雅麟 
已基本完成  

12 答辩教师、学生选定 吴云锋 谌侨、蓝桂芳 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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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任务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人 任务参与人 

截至 5月 31

日完成情况 

门 

户 

网 

站 

1 专业园地模块更新 杨  丰 谌侨 已完成  

2 素材中心模块更新 吴云锋 赵世俊 已完成 

3 课程中心模块更新 吴云锋 赵世俊 已完成 

4 专业实训基地模块更新 吴云锋 梁佳、朱雄辉 已基本完成  

5 培训认证基地模块更新 张伟华 贺义、粟诩 已基本完成  

6 技能竞赛园地模块更新 吴云锋 梁佳、李川驰 已基本完成  

7 协同创新中心模块更新 张伟华 贺义、何婕妤 已基本完成  

8 国际交流中心模块更新 陈凯军 陈蓉 已基本完成  

9 航空数字博物馆模块更新 周望平 
 

已基本完成  

10 国防教育基地模块更新 张希跃 黄辉宇 已基本完成  

11 门户网站技术支持 谢智慧 肖雅麟 已完成  

佐 

证 

材 

料 

1 
关于主持单位变更、子项目参建单位调

整的情况说明 
吴云锋 林巧 已完成 

2 1+X证书制度试点相关材料 吴云锋 李川驰 已完成 

3 

资源库建设主要制度汇编（对应验收指

标：建立资源建设和应用的质量要求或

标准...） 

吴云锋 林巧 已完成 

4 
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月报(对应验收指标：

监督、记录和评估质量活动执行结果) 
吴云锋 林巧 已完成 

5 

课程质量报告（26 门）（对应验收指

标：④ 有至少 6 门以上的课程质量报告

和相应的在线（混合）教学标准（规

范）） 

吴云锋 24门课程负责人 已基本完成  

6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案例（对应验收指

标：①资源库支持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促进教与学的改革，探索教

与学、教与教、学与学互动的专业教学

模式。） 

文  韬 谌侨 已基本完成  

7 
使用资源库展开专业教学的课时占比

（对应验收指标：2.2基本应用） 
吴云锋 丁哲民 滞后  

8 
参建企业应用证明（对应验收指标：2.3

校企融合） 
张伟华 贺义 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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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院校统计资源建设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素材资源总量 21138 条,除了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的资源建设进度严重滞后，其他院校基本已经完成建

设任务。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院校名称 参与形式 

计划上传资

源数总数 

截至 5月 31日

已上传资源数 

资源建设

完成度 

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主持单位 8351 11989 143.56% 

2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274 355 129.56% 

3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374 458 122.46% 

4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384 462 120.31% 

5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主持单位 3453 3663 106.08% 

6 济南职业学院 联建单位 307 314 102.28% 

7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2574 2740 106.45% 

8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联建单位 250 250 100.00% 

9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250 298 119.20% 

10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250 247 98.80% 

11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250 269 107.60% 

1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联建单位 374 93 24.87% 

合计 17341 21138 123.68% 

三、分课程统计资源建设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张加锋等 33 名

老师任务完成工作任务。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焦旭东，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何幸保 2 名老师上传资源不到 30%，严重滞后，具体

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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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教师 课程名称 主持/参与 

计划上

传资源

数总数 

截止 5月

31 日上传

资源数 

任务完

成度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谭目发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第二主持人 192 613 319.2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加锋 数控加工中级技能实训 第二主持人 250 707 282.8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涛 机械制图 第一主持人 642 1646 256.3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莲 数控手工编程技术 第一主持人 534 1256 235.2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宋宏明 飞行器典型零件加工 第二主持人 374 843 225.4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中华 计算机辅助制造 第一主持人 250 544 217.6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逸众 飞机复合材料结构 第一主持人 288 626 217.3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周密乐 飞机铆装技术 第一主持人 562 996 177.2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刚 基本钳工技能 第一主持人 374 593 158.5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郭谆钦 特种加工技术 第一主持人 288 444 154.17%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陈婵娟 飞机液压系统 第二主持人 192 257 133.85%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宋韬 特种加工技术 第二主持人 212 283 133.49%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义 机械制图 第二主持人 274 355 129.56%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宋斌 飞机钣金技术 第二主持人 374 475 127.01%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邵绪威 CATIA工程制图 第一主持人 329 414 125.8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宋福林 精密测量技术 第一主持人 494 621 125.71%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陈志强 航空工程材料 第二主持人 305 369 120.98%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伍洋 精密测量技术 第二主持人 250 298 119.20%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程军 飞机结构与机械系统 第一主持人 730 855 117.12%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刘让贤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第一主持人 319 363 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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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教师 课程名称 主持/参与 

计划上

传资源

数总数 

截止 5月

31 日上传

资源数 

任务完

成度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胡细东 飞行器典型零件加工 第一主持人 561 617 109.98%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马闯 航空零部件制造工艺 第一主持人 405 439 108.40%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王威风 航空紧固件拆装与保险 第二主持人 250 269 107.60%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郑莹莹 飞机复合材料结构 第二主持人 192 205 106.77%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明 飞机装配与调试技术 第一主持人 601 622 103.4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超 航空发动机结构与系统 第一主持人 634 655 103.31%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杜良江 CATIA工程制图 第二主持人 212 218 102.83% 

济南职业学院 刘惠超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 第二主持人 307 314 102.28%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 无损检测技术 第二主持人 270 274 101.48%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曹登华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 第一主持人 481 488 101.46%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庭 数控手工编程技术 第二主持人 280 283 101.07%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许孔联 数控加工中级技能实训 第一主持人 250 250 100.00%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潘建新 基本钳工技能 第二主持人 250 247 98.80%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薛海华 航空发动机结构与系统 第二主持人 461 449 97.4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清平 飞机液压系统 第一主持人 288 273 94.7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洪晓东 机加实训 第一主持人 374 346 92.51%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徐政坤 机加实训 第二主持人 280 254 90.7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宇生 航空紧固件拆装与保险 第一主持人 374 307 82.09%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杰 飞机钣金技术 第一主持人 562 458 81.4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岚 航空工程材料 第一主持人 461 354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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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教师 课程名称 主持/参与 

计划上

传资源

数总数 

截止 5月

31 日上传

资源数 

任务完

成度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江 飞机结构与机械系统 第二主持人 461 317 68.7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中华 多轴数控加工技术 第一主持人 494 336 68.0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曹艳 无损检测技术 第一主持人 374 242 64.7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朱路红 飞机装配与调试技术 第二主持人 374 226 60.43%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焦旭东 飞机铆装技术 第二主持人 374 93 24.8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何幸保 航空零部件制造工艺 第二主持人 269 44 16.36% 

四、分课程统计应用情况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本月只有 9 门课程应用数据资源浏览量

过万条，其余课程数据浏览量不高，需要课程负责人继续推广。具

体情况见下表： 

课程名称 院校名称 教师 
资源 

浏览 

提交

作业 

提交

考试 
写笔记 合计 

机械制图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  涛 

陈  义 
107423 499 0 2508 110430 

航空工程材料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邓  岚 

陈志强 
29352 1194 696 221 31463 

飞机装配与调

试技术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明 

朱路红 
25964 177 0 867 27008 

数控加工中级

技能实训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许孔联 

张加锋 
24218 559 192 95 25064 

公差配合与技

术测量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让贤 

谭目发 
23219 737 0 535 24491 

基本钳工技能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王  刚 

段新燕 
20047 75 0 393 20515 

数控手工编程

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莲 

陈  庭 
11562 5 0 0 1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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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院校名称 教师 
资源 

浏览 

提交

作业 

提交

考试 
写笔记 合计 

航空发动机结

构与系统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超 

薛海华 
10733 8 10 26 10777 

机加实训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洪晓东 

徐邵军 
10329 0 38 14 10381 

精密测量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宋福林 

伍  洋 
8798 0 10 15 8823 

CATIA 工程制

图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邵绪威

杜良江 
8080 185 0 24 8289 

航空紧固件拆

装与保险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康小波 

王威风 
7919 0 0 148 8067 

无损检测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曹  艳 

张  鹏 
6565 0 0 0 6565 

飞机复合材料

结构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逸众 

郑滢滢 
5370 154 0 0 5524 

计算机辅助制

造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中华 4737 25 1 0 4763 

飞机结构与机

械系统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程  军 

王  江 
4456 192 0 2 4650 

飞行器典型零

件加工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胡细东 

宋宏明 
2770 0 0 0 2770 

飞机钣金技术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  杰 

宋  斌 
2239 62 0 3 2304 

航空零部件制

造工艺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马  闯 

何幸保 
940 0 0 1 941 

飞机液压系统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清平 

陈婵娟 
897 0 0 0 897 

飞机铆装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周密乐 

焦旭东 
298 2 0 1 301 

空气动力学与

飞行原理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职业学院 

曹登华 

刘惠超 
299 0 0 0 299 

特种加工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谆钦 

宋  韬 
146 0 0 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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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院校名称 教师 
资源 

浏览 

提交

作业 

提交

考试 
写笔记 合计 

多轴数控加工

技术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邓中华 144 0 0 0 144 

五、分院校统计应用情况 

截止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本月只有 4 所学

校有应用数据，大部分数据都为主持院校产生，其他参建院校数据

量几乎为零，请各参建院校重视。具体情况见下表： 

院校名称 
资源 

浏览 

提交 

作业 

提交 

考试 
写笔记 合计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91524 3524 947 4808 300803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032 0 0 1 4033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205 262 0 3 15470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02 0 0 0 10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济南职业学院 0 0 0 0 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0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0 0 0 0 0 

 

 

职业教育飞行器制造专业 

教学资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代章） 

2022 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