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Android高级应用编程实

战（第二版） 
适用学制 3 年 

课程名称 
嵌入式 Android 项目设计

与开发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专业代码 
及名称 

510210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编  写 
人员数 

8 

著作权 
所有者 

李华忠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14.9 

对应领域 

(可多选)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行业特色 

■家政、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

业 

■农林、地质、矿产、水利等行业 

传统技艺 

其他          (请注明） 

特色项目 

(可多选) 

■岗课赛证融通教材 

■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配套教材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教材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配套教材 

非通用语种外语专业教材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教材 

■特殊职业教育教材 

■服务对外开放教材 

其他          (请注明） 

（分册） 
册次 

书  号 版   次 
出版 
时间 

初版时间 印     数 累计发行量 

 
9787113

190613 
第 1 版第 4 

次 

2019

.12 
2015.1 12000 11698 

 
9787113

277178 
第 2 版第 1

次 

2021

.9 
2021.9 2000 1240 

教材 
获奖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纳入 
省级 
以上 
规划 
教材 
情况 

时 间 
具体名称（如“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XX省 

规划教材） 

2015.5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含教材更新情况，600字以内） 

该教材共分 9章，前 6章为理论篇，主要包括 Intent（意图）与 Service

（服务）、Android 数据永久存储应用、Android 网络应用、Android 调用外部

数据、Android多媒体应用和 Android系统服务应用等核心理论知识；后 3 章

为综合项目实训篇，主要包括三个综合实训项目（基于移动端 GPS 和传感器的

运动打卡 APP 项目、Struggle 车牌识别系统 App 项目和基于 Android 智能仓

储系统项目），综合应用了本书介绍的核心知识和关键技术。 

该教材第二版更新情况如下：（1）采用新技术框架、组件，修订现有的理

论知识体系。在教材形式上采用嵌入微课（微视频）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或新

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2）以当前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和典型工作任务为载

体重新组织教学单元，满足适应新业态、新职业和新岗位教学需求。（3）采用

新的 Android Studio 集成开发工具，重构现有教学案例，同时兼容现有的

Eclipse集成开发工具，以拓展教材涵盖面。（4）采用新开发的综合实训项目，

以体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各种能力的

培养。 

该教材符合教学规律和课堂要求，很好地反映了嵌入式和移动互联等行业

出现的 Android 方面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应用，能解决高校 Android

课程教学面临的迫切问题，适合作为高等院校 Android 高级应用程序设计的教

材，也可作为移动开发爱好者的自学参考书。 

 



 
 

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800 字以内） 

该教材编写理念遵循基于工作过程导向(WPO)、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BOPPPS、项目式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 

简称 PBL）、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和线上线下(Online To Offline，

简称 O2O)混合式教学模式等现代新职教理念，实施“项目引领、成果导向、精

准培养”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策略，探索“由知识第一，向能力第一转换”的

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 

该教学编写理念借鉴了项目式、翻转课堂等经典成功教学模式范式的本质

内涵、理论精髓和成功案例经验，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学习、知识建构

内化和巩固拓展等方面关键共性理论和知识技术，采用新技术框架、组件，修

订现有的理论知识体系。在教材形式上采用嵌入微课（微视频）的一体化新形

态。基于该教材可创新 O2O翻转课堂混合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学生课前完成知

识学习，课上实现知识内化，课后知识拓展。借助讲练结合、探究式教学法、

自主学习法、案例式教学法等，开展项目实践、案例讨论、课内实训等系列“活

动设计”，实现了“价值引领”和“知识内化”的统一。 

该教材内容设计采用“基于课程对应的就业岗位工作过程”总体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调研,确定学习领域设计表和子学习领域分析确定表，再通过学习

领域分析确定子学习领域（学习情境）。该教材内容涵盖了对学生在“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和“职业素质”三个层次的培养。该教材内容聚焦专业岗位

核心素质培养，精心选取教材内容和思政融入点，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教育内容融入教材核心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

案例之中，起到春雨润无声潜移默化无形育人作用。该教材内容的取舍和排序,



 
 

一方面,遵循以工作需求为目标原则,务求反映当前 Android 高级应用编程开

发的主流技术和主流开发工具，另一方面,重视软件工程的标准规范和业内工

作过程的即成约定，使学生的学习内容与目标工作岗位能力要求无缝对接。本

课程采用了“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以“贴近生活，易于理解，

实用性强”为原则，选取了“基于移动端 GPS和传感器的运动打卡 APP 项目”、

“Struggle车牌识别系统 App项目”和“基于 Android 智能仓储系统项目”为

主线项目，按照 Android高级应用编程项目从设计到开发、实现流程，组织章

节的演进。 

教材内容设计方法 

3.教材特色与创新（含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情况，800字以内） 

该教材特色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高职教育特色，体现教改精神。该教材选题体现国家、广东省和



 
 

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为契合教改精神，按照“工学结合”的模式, 

围绕典型工作过程，以项目牵引，任务驱动的方式，编写本教材。按照任务驱

动教学法，精心设计课程学习情境，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突出高职教育特色，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 

（2）注重教材创新形式，体现高职特色。按照“工学结合”的模式, 围

绕典型工作项目,着手开设网络课程，建立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建设课程教材

资源库(包括：课程教学大纲、微课、PPT 课件、模拟试卷、习题答案、题库和

实践教学视频等)。 

（3）该教材的内容特色主要体现在 5个方面。1）按照 Android 平台的技

术体系结构，以项目形式设计多个学习情境，如 Android 界面、Android 数据

存储和 Android 多媒体。每个学习情境又结合知识体系和实践技能细化为若干

个子学习情境，由浅入深，实用性强。2）充分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特点，

结合学习情境设计和嵌入式移动互联应用实际情况，安排 2个应用项目，提高

学生应用技能的同时，强化项目驱动，实施“工学结合”，提高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质量。3）开发新型应用案例和具体实现架构，打造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为学生在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及未来就业等

方面，实现与企业的无缝对接奠定基础。4）每个学习情境给出相应的描述、学

习情境小结和思考题。在学习情境描述中，结合实训项目安排，明确给出项目

名称、项目教学性质、工作程序、教学程序、职业竞争力培养要点、教学环境、

教学课件、考核方式和学时等。5）在每个子学习情境的结构安排上，按照子学

习情境描述、工作过程、相关知识和相关技术等方面来组织内容。 

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800字以内） 



 
 

该教材已经在 2015 及以后各年级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包括嵌入式技术

应用专业、软件技术专业等)进行了使用。教材融入了创新教育、工匠精神、家

国情怀、源于“四个自信”的中国梦等思政元素。教材编写理念遵循了基于工

作过程导向、成果导向教育、BOPPPS、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和 O2O混合式教

学模式等现代新职教理念。教材重点突出，难点分散，深入浅出、配套资源丰

富。教材中文字及图表的使用规范，叙述简明扼要，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取得

很好教学应用效果。教材配套课程“嵌入式 Android项目设计与开发”立项为

学校 2020 年备选“金课”项目、2021 年校级“高水平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

目和 2021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项目。 

该教材应用于 2018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与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的<<全国高职院校 Android 移动应用技术师资培训班>>和软件学院承办的

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 ARM 嵌入式应用开发技术师资培训班》培训中，获得好

评。 

该教材核心内容被纳入了国家高职嵌入式技术应用专业标准和深圳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嵌入式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中。贯穿任务驱动案

例的《Android高级应用编程实战》（第二版）课程标准符合嵌入式技术应用专

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培养了学生职业适应能力。 

基于该教材开展了《Android 高级应用编程实战》课程“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实践。为解决本课堂教学中面临的群体教育与个体差异矛盾日益突出

的问题，提出了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思路，并从课前

进行教学资源的准备，课上进行课堂教学组织，课后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等三

个方面着手进行了《Android高级应用编程实战》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取得很好教学效果。基于该教材开展了基于 CDIO 教育理念的《Android 高级

应用编程实战》案例式教学改革实践。将 CDIO 教育理念、案例式教学方法应

用于课堂教学获得显著教学成效。 























 
 

六、初评意见 

初评 

意见 

（须有具体明确意见，不少于 150字） 

 

 

 

 

 

 

 

 

 

 

 

专家组长签字： 

                   

      (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应组

织专家进行初评、推荐；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

简要写明专家初评意见和推荐理由并签字，不需盖章；通过行指委、

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简要写明遴选程序和

结果，并签字和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推荐 

或复核 

意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