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网〔2018〕9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
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立项名单暨开展课题

研究培训活动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属高校，市直属学校：

2017年 12月我市开展了“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

行动研究”课题申报活动（佛教网〔2017〕24号）。经学校申报、

各区教育局推荐和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审，共有 47项申报课题

通过立项评审（名单见附件一）。现将立项名单给予公布并颁发

立项证书。同时，为进一步规范课题管理，提升课题研究水平，

我局拟开展“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行动研究”课题研

究培训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佛山市“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行动研究”立项课

题主持人及主要研究人员 1-2人、各区教育局电教（信息化）课

题管理负责人。参加培训人员须填写“会议回执”（附件 2）。

二、培训时间与地点

培训时间：2018年 4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9:00-11:10。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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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附属学校（南庄三中）一楼报

告厅（学校地址：禅城区南庄镇紫洞南路 80号）。

三、内容安排

（一）机器人专家专题讲座。

（二）颁发课题立项证书。

请各区教育局和市属高校于 2018年 4月 25日前将“会议回

执”统一报市教育局信息中心。

联系方式：佛山市教育局信息网络中心胡铁生老师；联系电

话：0757-83205034；邮箱：694278971@qq.com。

附件：1.“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行动研究”课

题立项名单

2.会议回执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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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行动研究”
课题立项名单（47项）

课题名称 主持人 研究单位 课题类型

职业院校机器人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唐万鹏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专项课题

基于餐饮服务机器人创意设计主题的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方法的研究
陈 思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专项课题

基于军用机器人教学的军民融合创新人才培养途径 唐林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项课题

基于创客平台的机器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田 英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方法研究 何志敏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
专项课题

基于机器人在中小学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
朱源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

育学院
专项课题

基于智能机器人的青少年计算思维培养模式与策略

研究
胡胜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

育学院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 吕艳红 佛山市第一中学 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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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主持人 研究单位 课题类型

实体机器人与 3D打印纸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有效研

究
何倩茵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专项课题

创客教育之机器人教学对初中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

效性研究
何家乐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基地学校

机器人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有效性研究 张百睿 佛山市荣山中学 专项课题

创意电子设计中的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蔡展翔 佛山市荣山中学 专项课题

项目教学在工业机器人技术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葛建利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知以致智—以创客工作室为沃土孵化创新人才 梁伟君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有效性研究 徐朝杨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基地学校

机器人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有效性研究 卢振坤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基地学校

基于公共实训中心现代学徒制培养的工业机器人专

业跟岗综合实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左 湘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初中机器人教学中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有效性研究 陈海燕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基地课题

校企共建共享机器人教学资源开发 左 锋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微课开发与应用实践 罗动强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探索初中通过机器人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林国浩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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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主持人 研究单位 课题类型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在线课程资源建设的实践

研究
周 全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广东理

工职业学院南海校区）
专项课题

中学 VEX-IQ机器人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李俊君 南海外国语学校 专项课题

依托机器人教学平台培养高中生创新能力的研究 肖伟东 南海区石门中学 专项课题

面向智能制造业的工业机器人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与

实践

张济明

杨 勇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专项课题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中职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开发

与实践的研究
杨丽华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数控装备研究

院

专项课题

小学创客机器人 arduino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李国佳 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局 专项课题

创客魔方机器人微课程开发与应用实践研究 莫志敏 南海区桂华中学 专项课题

人形机器人微课程开发与应用实践研究 张学贤 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专项课题

VEX机器人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袁永洪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专项课题

基于机器人社团高中生创新能力培养有效策略研究 李 强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基地课题

基于机器人教学方法与模式创新实践研究 胡和秋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专项课题

机器人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中的有效性研究 陈亚玲 顺德区容桂兴华初级中学 基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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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主持人 研究单位 课题类型

基于小组合作的机器人学与教项目设计研究 伍贵强 顺德区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专项课题

基于计算思维的中学生机器人教学策略行动研究 梁挺林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专项课题

电脑机器人创客教育特色研究 唐代红 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基地课题

机器人教学方法与模式创新 刘 毅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专项课题

基于“翻转课堂+CDIO”教学模式的工业机器人课程

教学改革
王泽春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基于机器人教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行动研究 陈培茂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专项课题

工业机器人学与教项目设计方法 陈德乾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

学校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梁 毅 顺德区第一中学 基地学校

机器人典型工作站应用二维码微课开发与应用研究 陈颖聪 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专项课题

机器人典型工作站应用二维码微课开发与应用研究 陈颖聪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基地课题

工业机器人教学微课开发与应用研究 贺 洪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专项课题

机器人教学方法与模式创新 麦富安

三水区西南中学；智点创科

（北京）机器人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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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主持人 研究单位 课题类型

机器人教学对提高学校教学品质的研究 沈艳文 三水区三水中学 专项课题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职工业机器人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徐 胜 三水区理工学校 专项课题



— 8 —

附件 2

会议回执

区（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