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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Python爬虫项目教程（微课

版） 
适用学制   3、4年 

课程名称 Python网络爬虫程序技术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专业代码 
及名称 

软件技术 510203 
编  写 
人员数 

1 

著作权 
所有者 

黄锐军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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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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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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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7-

115-

56999-8 

第 1版第 1  

次 

2021-

11 2021-11 5000 4300 

  第 版第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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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具体名称（如“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XX省 

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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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简介 

教材 
情况   

1.教材简介（含教材更新情况，600字以内） 

 

本教材是广东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Python 网络爬虫程序技术》的配套教材，是理

论实践一体化课程教材。教材配合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适合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教

学。 

教材主要分成六个项目，第一项目以爬取一个外汇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 Python的

Web 访问技术及正则表达式字符串匹配方法。第二项目以爬取一个名言名句网站的数据为依

托，讲解了 Beautiful Soap 的数据分析与提取方法。第三项目以爬取一个电影网站的数据

为依托，讲解爬起多个网页数据的方法，重点讲解了网页的深度优先与广度优先顺序爬取路

径的构造方法与多线程网页爬取技术。第四项目以爬起一个图书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目

前功能强大的分布式爬取框架 scrapy的程序设计技术。第五个项目以爬取一个商城网站的

数据为依托，讲解了 selenium 爬虫程序技术。第六个项目以爬取一个旅游景区网站的数据

为依托，讲解了 Dynamodb 数据库的 NoSQL存储技术。 

教材采用项目式模块化编写模式，每个项目都遵循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引导读者完成一个实用的项目，每个教学单元都配有知识讲解与操作演示的视频，

读者扫描教材中的二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观看。 

教材紧扣学生为中心的主线，在教材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全面培养爱党爱国、爱岗敬

业、高素质高技能的软件人才。 
教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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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800字以内） 

1.教学理念 

计算机软件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行业，高职高专计算机软件专业是培养有高尚情操的高

素质计算机技能人才的专业。随着技术的发展，数据采集与分析在计算机软件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网络爬虫技术就是自动化爬取数据的技术。本着落实立德树人、强化育人导向，立德

树人，德技并修，三全育人，以学生为核心，能力为本位的要求，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

配合广东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Python网络爬虫程序技术》，实现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教

学，作者编写了这部教材。教材采用项目模块化形式，紧扣学生为中心的主线，在教材中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全面培养爱党爱国、爱岗敬业、高素质高技能的软件人才。 

2.项目驱动、思政融合 

教程主要分成六个项目，第一项目以爬取一个外汇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 Python的

Web 访问技术及正则表达式字符串匹配方法，结合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讲解我国“一

带一路”的战略方针。第二项目以爬取一个名言名句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了 Beautiful 

Soap 的数据分析与提取方法，结合名人名言向学生进行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思政教育。

第三项目以爬取一个电影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爬起多个网页数据的方法，结合近年来国

产电影的发展，融入文化自信的思政教育。第四项目以爬取一个图书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

解目前功能强大的分布式爬取框架 scrapy的程序设计技术，结合爬取的党史书籍数据，融

入党史教育。第五个项目以爬取一个商城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了 selenium 爬虫程序技

术，结合爬取的手机数据，引入华为以及中兴的芯片事件案例进行思政教育。第六个项目以

爬取一个旅游景区网站的数据为依托，讲解了 Dynamodb 数据库的 NoSQL存储技术，结合我

国旅游景点的数据，展现我国大好河山，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3.学生为中心、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 

教材使用项目驱动的形式编写，每个项目涵盖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点，各个项目按“任

务目标”、“知识内容”、“案例实践”的结构编写。教材使用的项目都是有趣的应用项目，大

大提高读者的学习兴趣。在项目案例的引领下，让读者进入“做中学、学中做”的循环，通

过这个循环递归地螺旋上升，不断地找到学习的乐趣，丰富自己的知识与提高编程的技能。

配合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Python 网络爬虫程序技术》的线上教学资源，实行课前预

习、课中教学、课后复习与拓展的教学过程，全面有效地进行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教学。 

4.信息化教学、深度与广度拓展 

作者为教材的每个单元都录制了知识讲解以及实操示范教学录像，而且全面上网，同时

开通了“Python 课程学习”微信公众号，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同时在精品课程网站中提供

了大量教学文件与教学视频，展示了多个真实案例，全面有效地对教材进行了深度与广度的

拓展，突破了纸质教材的篇幅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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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特色与创新（含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情况，800字以内） 

1.同类教材稀缺 

Python语言是近年来流行的编程语言，在全国大专院校掀起了一股学习 Python的浪

潮，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 Python类的书籍都是技术类书籍，尤其是国外的技术书籍，真正

适合大专院校教学的教材甚少，因此编写了本教材。 

2.项目案例驱动 

教材使用项目驱动的形式编写，每个项目涵盖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点，各个项目按

“任务目标”-“知识内容”-“案例实践”的结构编写。教材使用的项目都是有趣的应用

项目，大大提高读者的学习兴趣。在项目案例的引领下，让读者进入“做中学、学中做”

的循环，通过这个循环递归地螺旋上升，不断地找到学习的乐趣，丰富自己的知识与提高

编程的技能。 

3.思政融合 

教程主要分成六个项目，结合每个项目的业务特点，有机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对学

生进行了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爱党爱国、爱岗敬业、文化自信、党史学习、热

爱祖国等专题的思政教育。 

4.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教材 

《Python网络爬虫程序技术》是 2018年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网站已经开设 7期，注册学习人数到达 5万，受众面大。 

 

5.技术先进 

教程讲解了 Python爬虫程序的正则表达式、Beautiful Soup、递归爬取、scrapy分布

式爬取、selinium动态网页爬取、AWS云数据库 DynamoDB存储等先进的知识内容与技

术。 

6.在线实训网站 

作者还开发了配套的课程在线实训网站，提供 400多个客观练习题目和编程练习题

目，网站还支持在线练习与考试、在线编程、在线实训、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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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微信公众号 

基于课程与教材开通“Python课程学习”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读者推送 Python技术

文章，同时接收读者的反馈意见，搭建起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8.配套资源丰富 

目前教材配套了各种教学资源，而且已经全部上网，主要有： 

1) 配套慕课网站 

2) 配套课程在线实训网站 

3) 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课程设计 

4) 教材全部章节电子书 

5) 教学课件 PPT 

6) 微课视频（100多个视频，大约 650分钟） 

7) 教材全部程序代码 

8) 教材配套习题 400 个、考试题 100个，并附有答案 

9） 重点难点的教学动画 

9.编写团队特色 

教材作者有 30年的职业教育经验，主持过多个企业项目开发，主持“DotNetWeb应用

程序编程实践”与“Python 网络爬虫程序技术”两门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1年

获得广东省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被评为深圳市级优秀教师。作者曾经编写出版过十

余部教材，其中《Visual Basic.Net 程序设计》、《Python程序设计》分别被评为国家职

业教育“十一五”与“十三五”规划教材。本教材是 Python课程体现中《Python程序设

计》的后续教材，力争评为国家职业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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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800字以内） 

1.积淀深厚、使用面广 

本教材是在主编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作为校本教材已使用 

5 年以上，在出版之前作为校级的教材建设项目成果以校本教材的形式在学校推广使用，

从 2017 年开开始每年有超过 100 名学生使用本教材，教材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 

2. 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教材 

教材配套网站“Python 网络爬虫技术”MOOC 在 2018-2021年期间已经在中国大学生

MOOC 网站(爱课程，http://www.icourse163.org)开设了七期，总注册量达到 5万余人，

2018年被评为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师生反馈好 

使用过该教材的任课教师和学生普遍认为：本教材结构紧凑、层次分明、编排合理， 

较传统教材更适合于学生的思维习惯，具有启发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主动学习， 

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载体来自企 

业，实用性强，学生学习后到企业就能用得上。教材配有丰富的教学课件及动画素材，并

配有扫描二维码，可以随时访问教材的电子资源。教师反映好教，学生反映好学，教学适

用性较强，是一本易学易用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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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主编/副主编/参编 

姓    名 
黄锐军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广东深圳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软件技术 电话 13543347131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年获得广东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主要教学、

行业工作经

历 

（200字以内） 

1.讲授课程 

从事职业院校计算机教育 30余年，先后讲授过 C语言程序设计、Basic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Java程序设计、JavaScript 程序设计、C#

程序设计、Ajax程序技术、.Net Web程序技术、Python程序设计、Python

爬虫技术、Python web技术等十多门计算机课程，尤其是程序设计方面的

课程。 

2.教研教改 

1) “Python爬虫程序技术”MOOC课程，中国大学生 MOOC，广东省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 

2) “Python程序设计”MOOC 课程，智慧职教、中国大学生 MOOC，2017 

3) “Python 程序设计”国家软件资源库课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2017 

4) “DotNetWeb应用程序编程实践”课程，中国大学生 MOOC，广东广

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广东省教育厅，2016 

5) “Windows Phone应用开发”校级精品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2015 

3.项目开发 

1) 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计算机调试工实操考试系统, 深圳市劳动

局, 2003 

2) 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服装设计实操考试系统, 深圳市劳动局, 

2003 

3) 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管理系统, 深圳市劳动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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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党政事业单位工人计算机考核系统 , 深圳市劳动局, 2005 

5) 深圳市致公党网站设计，深圳市致公党组委会，2008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200字以内） 

教材编写经历及主要成果： 

1) 《Visual C++ 6.0 快速人门与提高》,第二作者,1999,40 万字,河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ISBN 7-5349-2390-5/T.48 

2) 《全日制高级中学信息技术教科书》,“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分册主编，2003，全国普通高中教材，16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

ISBN 7-107-16461-9  

3) 《C语言程序设计》，主编、独立作者，2005，全国高职高专教材，

43 万字，人民邮电出版社，ISBN7-115-13309-3/TP.4607  

4)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训教程》第三作者，2006，全国高职

高专教材，10万字，四川科技出版社，ISBN7-5364-5846-0/TP.98

  

5) 《Visual Basic.Net程序设计》，主编、独立作者，2008，国家职

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40 万字，人民邮电出版社，ISBN7-

115-13345-X/TP.4641  

6) 《C#程序设计项目实训教程》，主编、独立作者，2010，高职高专

“十一五”规划教材，50 万字，化学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22-

07522-2  

7) 《Ajax+jQuery+ASP.NET 编程实践教程》，第一作者，2014，大专

院校教材，30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2-37183-0  

8) 《.Net Web企业应用开发实战》,主编、独立作者,2017,大专院校

教材,30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2465317  

9) 《Python程序设计》,第一作者,2018,国家软件资源库教材,36万

字,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9787040493726，国家职业教育“十三

五”规划教材。 

10) 《数据采集技术—Python 网络爬虫项目化教程》，主编、独立编写，

2018，大专院校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97816。  

11) 《Python数据分析与应用》，2020，第二作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 ISBN：9787560656335 

12) 《Python 爬虫项目教程（微课版）》，主编、独立编写，2021，人

民邮电出版社，ISBN 978-7-115-56999-8  

 

主要研究 

成果 

（300字以内） 

1、教研教改 

1) “Python爬虫程序技术”MOOC 课程，中国大学生 MOOC，广东省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2018 

2) “Python程序设计”MOOC 课程，智慧职教、中国大学生 MOOC，2017 

3) “Python程序设计”国家软件资源库课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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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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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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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