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表说明

1.开课平台是指提供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学习服务的

公开课程平台。

2.申报课程名称、课程团队主要成员须与平台显示情况

一致，课程负责人所在单位与申报课程学校一致。

3.课程性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可多选。

4.申报课程在多个平台开课的，只能选择一个主要平台

申报。多个平台的有关数据可按平台分别提供“课程数据信

息表”（附 11-5）。

5.因课时较长而分段在线开课、并由不同负责人主持的

申报课程，可多人联合申报同一门课程。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Photoshop 图像处理

课程负责人 李美满

负责人所在单位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课程对象 普通高职（专科）生 社会学习者

课程性质 □高校学分认定课 社会学习者课程

课程类型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教育课 教师教育课

课程讲授语言
●中文

○中文+外文字幕（语种） ○外文（语种）

开放程度 ●完全开放：自由注册，免费学习

○有限开放：仅对学校（机构）组织的学习者开放或付费学习

主要开课平台 课程云（雨课堂平台）

平台首页网址 https://gdpi.yuketang.cn/pro/portal/about/gdpi-65695425374630N

首期上线平台

及时间

天空网络课程在线平台

2012 年 3 月

课程开设期次 15 个学期

课程链接 https://gdpi.yuketang.cn/pro/portal/about/gdpi-65695425374630N

若因同一门课程课时较长，分段在线开设，请填写下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单位

课时

（周）
课程链接

1
Photoshop

图像处理
李美满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

理工职业学院）

2160

课时

http://open.gdpi.edu.cn/

cb/22001242(资源已迁移至新

平台，我校已停止使用)

2
Photoshop

图像处理
李美满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

理工职业学院）

540

课时

https://gdpi.yuketang.cn

/pro/portal/about/gdpi-6

5695425374630N

二、课程团队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限 5 人之内）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平台用户名

1 李美满 广东理

工职业

学院

副教授 18588878

697

42122105

4@qq.com

课程规划

主讲教师

资源建设

1858887869

7

2 周东 广东理

工职业

学院

讲师 13560412

710

10807889

8@qq.com

主讲教师

资源建设

1356041271

0

3 贾峰 广东理

工职业

讲师 13631163

565

57447388

5@qq.com

资源建设

技术支持

1363116356

5



学院

4 李坚毅 广东理

工职业

学院

工程师 17688110

426

12470174

1@qq.com

主讲教师

资源建设

1768811042

6

5 陈燕如 广东理

工职业

学院

助教 13790702

643

111658@q

q.com

主讲教师

课程设计

1379070264

3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任务 平台用户名

1 杨远冬 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

助教 助理教师

系统维护

13751945399

2 傅兰华 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

讲师 主讲教师

资源建设

15089961609

3 李小雨 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

讲师 主讲教师

资源建设

13574841408

4 谭毅桓 中山市苹果时

代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总经理

工程师

企业兼职教师，

参与资源建设和

制定课程标准以

及教学方案

18676033233

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不超过 500 字）

（近 5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情况）

负责人在每个学期均担任《Photoshop 图像处理》等课程教学，主编教材《Photoshop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和《Photoshop 图像处理与设计》，出版《数字图像处理与图像信

息研究》专著，担任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高级考评员，主持 2017 年本课程的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主持 2020 年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项目“人工智

能时代下的 Photoshop 图像处理课程建设与开发”，2019 年带领团队实现了我校获得

教育部国赛一等奖的历史性突破，荣获教育部优秀指导教师奖、教育部国赛 1 个一等

奖、1个三等奖，省教育厅省赛 5 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以及省教育厅创

业工作个人典型经验奖，先后评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引进优质企业

投入 66 万元在校内建立生产研发与教学基地，主持省教育厅课题 4项，其中“开放式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得教学成果三等奖，2021 年主持“基于终身教育

框架下中高本衔接集团培养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探索与实践”获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3 万

元支持，2020 年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 项，主持《数据结构》等 3 门在

线课程资源建设项目通过验收，2个数字图像处理专利转让得到实际应用，“美丽中国、

绿色学校”海报制作获“人人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二等奖。



三、课程简介及课程特色（不超过 800 字）

（课程主要内容及面向对象，本课程运用信息技术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等方面的改革情况）

本课程作为受众面广的部分院校专业基础课以及全校公共选修课，秉持省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适合网络传播和教学活动、内容质量高、教学效果好的指导思想，坚持

立德树人，以任务引领为课程框架，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主要内容包括

Photoshop 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绘画和修饰图像、色彩与色调调整的方法，选区、图

层、路径、通道以及制作综合案例项目。编著的教材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实现了

较好融合，将职业技能等级（“1+X”）认证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内容有机融入课程

教学内容中，实现课岗对接、课证融通，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相关教学视频及其他资

源免费向社会开放，不需要注册就能通过电脑免费学习所有的资源，而在平台已注册

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进入雨课堂就能学习所有的资源并且能互动交流。课程按程序渐

进的递进方式设计成项目，在线资源非常丰富，拓展资源较多，课程的内容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选取部分进行学习，每个视频教学单元都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在教学

视频的帮助下能保证学生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实现了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随处可以学习

的目标。课程知识体系科学，课程内容规范完整且不断完善更新，从而实现课程的开

放性和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团队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多种多样，教学导入案

例也可以替换，教师带领学生由浅入深，以点到面地全面掌握图像加工处理和设计的

基本技巧和专业技能，为以后可以发展的职业岗位 UI 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打好坚实基

础，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增强动手能力与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和职业素质养以及审美情操。另外课程网站有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过程记录、教学

评价、自主学习和协作式学习等功能较为完备，能实现不同起点不同专业的系统化、

个性化学习，课程全部学习完成后，学生可以完成较大的综合性项目，从而达到培养

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目的。多年来，本课程团队教师的教学质量的评价均为优秀等级，

受到了校内外师生的一致好评。

四、课程考核（试）情况（不超过 500 字）

[对学习者学习的考核（试）办法，成绩评定方式等。如果为学分认定课，须将附 11-5

课程数据信息表相应的两期在线试题附后]

本课程采用翻转课堂、项目驱动混合教学模式，课程考核方式多元化，采用过程

评价、阶段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记录评价，考核各个项目所涉

及知识点以及学生对在学习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等综合能力，既要求

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又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对任务进行设计，能对设计作品

开展提案演讲，其中包括计划的制定，创意主题的分析、作品制作、展示、说明等，

并能对学习者的作品进行交流、自评和互评和企业工程师共同评价。



对学习者学习的考核，可以由考核负责人自主设置增加或减少考核单元，也可以

调整各个考核单元所占的比例，例如图文单元考核 10%，视频单元考核 15%，讨论单元

考核 10%，作业单元考核 15%，课堂综合表现 20%，考试单元考核 30%。被考核者可以

随时随地查阅自己的考核成绩。

目前我们正在和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中心联合制订课程的学分转换细则，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将课程资源推广应用，为终身教育服务。

五、课程应用情况（不超过 800 字）

（在申报高校教学中的应用情况；面向其他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应用情况及效果，

其中包括使用课程学校总数、选课总人数、使用课程学校名称等）

从 2012 年建设成为网络课程开始，已累计开设 16 个学期，课程团队及时根据市

场需求和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学生特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建设了优质的精品开放课程。

本课程主要是作为人工智能学院 4 个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全校公共选修课，累计授课

注册学生人数 4542 人，另外兄弟院校受益人数 3981 人。相关视频及其他教学资源已

通过课程云（雨课堂平台）向社会开放，不需要注册就能通过电脑免费学习所有的资

源，而在平台已注册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进入雨课堂就能学习所有的资源并且能互动

交流。

课程教学团队通过举办各类宣讲会推广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和精品教材，

支持满足学员培训和产教结合的需要，开展示范课教学，并定期研讨培训，扩大本课

程的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课程负责人主编的教材《Photoshop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

和《Photoshop 图像处理与设计》已被全国范围内的 20 多所高校选作教材得到的实际

应用，带动了本校相关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和辐射推广作

用。到目前为止，使用本课程资源的学校兄弟院校达 7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705 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713 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3 人、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726 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310 人、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712 人、广东邮电职

业技术学院 302 人。

今后，我们将继续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与龙头企业以及知名的培训机构合作开

发课程资源，对在线课程整体进行优化，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参加各种教育教学成

果展，向学堂在线、学银在线等各大 MOOC 平台和微课平台推广本课程资源和教学成果。

我们经过今后两年的建设，一定能够达到省内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高标准，同时增

强社会服务能力，提高办学实力，提升学校的形象和声誉，为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做

出贡献。



六、课程建设计划（不超过 500 字）

（今后五年继续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学习服务计划，包括面向高校的教学应用计划和

面向社会开设期次、持续更新和提供教学服务设想等）

《Photoshop 图像处理》课程建设将结合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精心打造课程特

色,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实施“翻转课堂”和“项目驱动”等教学模式改革，

聘请龙头企业一线专家参与课程的实践教学，形成与企业应用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

我们将通过企业实践与技术培训更新团队教师的知识结构，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专业和

课程建设的合作交流，达到开放建设、共建共享的目标。课程团队将尽快对前期资源

进行修改补充并统一视频的片头片尾，也将根据行业最新技术需求不断更新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覆盖所有知识点和岗位技术点，重构课程资源体系，融入行业发展的前沿技

术和最新成果，升级编写配套的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和实训指导书，开发没有注册

的用户也能通过移动学习平台进行学习，提供作品展示与相互学习的模块，面向没有

注册的用户提供互动和交流的功能。本课程团队将努力建设具有一流的课程资源、一

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材、一流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学管理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带动精品课程链的形成。

学堂云平台审核本课程后，将资源迁移至学堂在线的 MOOC 平台。我们将深化与学

堂在线和学银在线的合作与推广，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兄弟院校进一步推广课程资源，

大幅提高注册选课人数，落实高等学校慕课建设与应用指南中的各项标准，面向社会

提供各种教学服务，所有的教学和学习问题均能及时得到解决，同时满足社会需要开

设的所有期次数。

七、课程负责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课程负责人（签字）：

2021 年 10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