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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实用 IT英语（第 3版） 适用学制 三 年 

课程名称 IT行业英语、实用 IT英语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专业代码 
及名称 

570202 应用英语 
编  写 
人员数 

3 

著作权 
所有者 

李一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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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11

5-28651-

2 

第 1 版第 4

次 

2014

年 5

月 

2012 年 9 月 11337 11337 

 

978-7-11

5-35499-

0 

第 2 版第 10

次 

2020

年 11

月 

2014 年 7 月 23061 34287 

 

978-7-11

5-20402-

8 

第 3 版第 1

次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1

月 
3000 3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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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 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2012.9 工业与信息化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 

随着世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 IT 产业国际化进程日益加

快，对 IT 行业从业人员英语能力要求逐步提高，高职 IT 英语在作用

和功能上逐渐 “实用化”，目标更加侧重于学生“面向当前的行业、

企业岗位需求，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英语交际能力、应用能力和学习

能力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核心竞争

力。 

IT英语属于 ESP（专门用途英语）的范畴。本书充分借鉴了当今

国内外 ESP 教学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计算机专业和英语教学的特点以及

行业特色进行融合式开发，是一部为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量身打造和

精心编制的特色教材。 

本教材由具有十余年 ESP教学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团队倾力研发。

本团队由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海外留学及研修背景的英语专业与计算

机专业的教授、副教授，国际知名资深计算机技术专家，以及华为、

腾讯等企业的行业专家构成，保证了本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专业性以

及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本教材（第 3 版）根据实际课堂反馈和 IT 技术的最新发展对相

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对教材进行了数字化、立体化的改造： 

一、依据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精准对接 IT 人才职业标准

和岗位及岗位群能力要求，突出和体现“岗课赛证”融通的特色与功

能。 

二、根据当前 IT 技术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动态

调整与更新，紧扣 IT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实现与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三、以课程思政为引领，落实以德树人，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中

国 IT 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塑造学生的“中国芯”，使学生能够自觉提

高民族科技自信心，增强为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贡献力量的使命

意识。 

四、实现教材的数字化改造，构建基于 O2O 的多平台立体化共享

融媒体教材资源库，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发展基于 O2O 的

多平台支持下的高职 IT英语交际型教学新模式，实现可听、可视、可

练、可互动的多样化教学功能。 



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 

（1）编写理念 

1）目标定位：本教材依据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精准对

接 IT人才职业标准和岗位及岗位群能力要求，突出和体现“岗课赛证”

融通的特色与功能。本教材充分借鉴了当今国内外 ESP 教学的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并结合计算机专业和英语教学的特点，采用真实企业项

目、典型工作任务、案例等为载体，以培养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基于

岗位的实际英语交际能力和应用能力为出发点，以培养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的职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是为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量身打造和

精心编制的一部特色高职 ESP教材。 

2）理念创新：本教材破除了传统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中片面注

重科技文本阅读和翻译的倾向；针对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特点，

在英语教学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提出“专业（EAP）”+“职业（EOP）”+“技能（Practical Skills）”

+“证书（Certificates）”“四位一体”的 IT 英语教学理念，并在此

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教材的编写和开发；在 EAP（学术英语）的基础上

融入了 EOP（职业英语）、技能实操以及 IT 英语考证的内容，具有鲜

明的职业特色和实用性，突出和体现了“岗课赛证”融通的特色与功

能。 

（2）内容设计 

本书共分 14 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操作

系统、编程语言、数据库、网络、即时通讯、计算机安全、多媒体、

电子商务、IT 新技术等计算机专业内容，并涵盖了包括 Andriod、

iOS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技术等 IT 行业领域

最新的专业技术和概念。本教材还围绕每章节的话题设置了情景对话、

职业技能、职场点滴（包括职业规划、职场规则、简历撰写、面试技

巧）等内容，并采用真实企业项目、典型工作任务、案例等为载体融

入教学单元，设计了具有很强实践性和实操性的活动，全方位训练和

提高学生面向行业、企业岗位需求，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英语交际能

力、应用能力和学习能力。 



3.教材特色与创新 

 贴近岗位需求，兼具学术性、职业性和应用性 

本教材以培养 IT 相关专业学习者基于职业岗位的实际英语交际

能力和应用能力为出发点，以培养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核心竞争

力为目标，采用 IT企业真实项目、典型工作任务、案例等为载体组织

教学内容，是一本兼具学术性、职业性和应用性的特色 ESP 教材。 

 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与行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本教材紧跟 IT 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内容涵盖了包括 Andriod、

iOS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VR 技术等 IT 行业领域

最新的专业技术和概念，所有语料均来源于国内外权威报刊、杂志以

及网站上最新的 IT英语篇章和内容，与时代科技发展同步，与行业需

求实现了无缝对接。 

 理念创新，“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四位一体 ESP 教材开发模

式 

本课程提出“专业（EAP）”+“职业（EOP）”+“技能（Practical 

Skills）”+“证书（Certificates）”“四位一体”的 IT英语教学理念

为指引，融合了 IT 学术英语、IT 职业规划、简历撰写、面试技巧等

实用职业英语的内容以及 IT 英语证书的内容，能够全方位提升学生的

英语应用能力和综合能力，致力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核心竞争力

的培养和提升。 

 以课程思政为引领，培养和塑造 IT人才的“中国芯” 

在教材中增加中国 IT 企业和 IT 技术的介绍（如华为公司的

Harmony 鸿蒙操作系统等）等内容和活动设计，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

中国的 IT 产业的发展与进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自觉提高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为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和

使命意识。 

 利用 ICT与教学的融合，构建多平台支持的 O2O融媒体资源库 

本教材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了基于 O2O 的“手机移动端微

信公众号平台”+“Blackboard 网络课程学习平台”+“课程精品课程

网站”“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实用 IT 英语数字教材融媒体资源库，实

现了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多样化教学功能，使学习者可以实

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边界碎片化学习，满足了不同学习者的个性

化需求。 



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 

本教材的编写历经十余年的实践沉淀与改革创新，一直秉持“研

究先导，行业互动，边建设、边应用、边反馈、边优化”的“实用性”

原则，已经完成了十余轮的应用，进行了多次的重版修订，自首版出

版以来，修订 3 次，印次 15 次，累计销量近 4万册，被数十所院校选

做教材，备受院校欢迎，教材影响面大，教材资源利用率高。具体选

用情况举例如下：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56册/学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413册/学期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册/学期 

 江西应用工程职院        390册/学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71册/学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360册/学期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10册/学期 

 广州外商职业学院        290册/学期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245册/学期 

 兰州理工大学            226册/学期 

 淄博职业学院            215册/学期 

 郑州大学                188册/学期 

 成都东软学院            183册/学期 

 

 



三、编写人员情况 

主编/副主编/参

编 

姓    名 

李一（主编）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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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 职称 副研究院 

专业领域 ESP教学与研究 电话 15889686631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全国“挑战杯”创业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 

广东省“挑战杯”创业大赛特等奖指导教师 

广东省大中专学生科技艺术节优秀指导教师 

深圳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成果一等奖 

 主要教学、

行业工作经

历 

李一，英语硕士, 教育博士，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员，British 

Council 雅思认证讲师，I+X实用交际职业等级证书（VETS）考评员，

长期从事高职 ESP（专门用途英语）一线教学，主要致力于将英语教育

与计算机专业进行深度融合的高职 ESP 教学的实践与研究，以及基于

O2O的融媒体英语教育产品的研发与应用，系统讲授《IT行业英语》、《实

用IT英语》等课程8门，累计授课6000余学时，主持校级精品共享课

程 1门，主持网络课程 2门（其中 1门校级优秀网络课程），连续十余

年教学质量优秀，曾担任深圳富士康员工 IT 英语培训教师，现任深圳

市智慧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产品总监。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编写《实用 IT英语（第 2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9）、《实

用计算机英语》（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7）、《实用导游英语》（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5.8）、《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9）

等五部教材，独撰专著《面向“工业 4.0”的德国“精益学习工厂”系

统化构建与实践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0.12）。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参与包括“具有高职特色的ESP立体化教材建设研究”、“基

于O2O的手机移动端ESP微信教学平台构建与应用研究”等国家级、省

部级教研、科研项目20余项，在《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中国教育报》、

《高等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浅谈ICT与高职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的

整合》、《具有高职特色的实用计算机英语网络立体化课程设计初探》、

《ESP的国际化发展及其本土化研究》等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CSSCI 

4篇，中文核心期刊8篇，英文论文3篇，出版专著1部，获得深圳市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成果奖一等奖1项。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作为本教材的第一主编，负责《实用 IT英语》系列教材项

目的整体设计与策划以及项目的管理与实施，完成本系列教材

前言、样章、附录及主要章节的编写。 

 

                           本 人 签 名： 

2021年 12月 8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 

主编/副主编/参编 

姓    名 
湛邵斌（主编）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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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 职称 教授 

专业领域 计算机 电话 1326686045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 

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1部 

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1部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湛邵斌，计算机博士，教授，作为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和国家级教

学团队成员，先后讲授了《IT行业英语》等课程1000余学时，指导学

生进行企业实践和专业实训基地实训，指导毕业生毕业设计、完成毕业

实习，撰写毕业论文。连续五年授予“教学质量优秀教师”称号。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担任四家公司技

术顾问，协助两家公司共同申报科技进步奖，完成企业横向项目4项。

担任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深圳市科创委评审专家、广东省自然基

金评审专家，广东省司法厅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专家，为省市各类项目进

行评审选拔工作。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主编《实用IT英语》等教材5部，撰写专著3部，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22篇。其中SCI检索13篇，EI期刊检索5

篇。 

 



 

1. 实用IT英语(第2版) (ISBN978-7-115-35499-0)，2014.07 

2. 实用计算机英语（978-7-115-28651-2）工信部“十二五”规划

教材，2012.8 

3. Animate CC 实例教程，(ISBN： 978-7-1155-5941-8)，“十

三五”国家规划教材，2021.9 

4. MEMS传感器技术—面向物联网应用(ISBN：978-7-5677-4629-9)，

2015.08 专著 

5. 项目引领式 SQLServer 数据库开发实战， (ISBN ：

978-7-5135-4397-2)，“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2014.8 

5. 智能传感器理论及现代应用研究（ISBN：978-7-5612-5983-2），

2018.5 专著 

7. Photoshop CS5图像处理（978-7-115-31449-9），2013.6 

8. 基于移动互联与协同创新模式的特区高校人才培养研究（ISBN：

978-7-5103-1591-6），2016.8 专著 

9.项目引领式SQLServer数据库（978-7-115-25711-6），2011.9 

主要研究 

成果 

主持教科研课题 34项，项目总经费 272.5万元。其中包括两项广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一项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一项广东省教学成果奖培育项

目。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作为第二主编，完成本系列教材部分章节的编写以及教材配

套数字资源的制作。     

             本 人 签 名： 

2021年 12 月 8  日    



三、编写人员情况 

主编/副主编/参编 

姓    名 
孙洁（主编）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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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计算机 电话 1382363590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个体软件过程》国家精品课程团队核心成员 

“蓝桥杯”全国软件大赛广东赛区二等奖 

广东省高职高专 IT优质课评比特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孙洁，计算机硕士，副教授，毕业于美国北卡州立大学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曾担任美国北卡州立

大学计算机助教（全英授课），现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

学院教师，主要讲授 IT 行业英语等课程，曾担任福田区 IT 企

业员工 IT 英语培训教师。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主编教材《实用计算机英语》、《实用 IT 英语（第 2 版）》、

《Oracle10g SQL 实用教程》、《Oracle 数据库设计与实现》、

《Ajax+jQuery+ASP NET编程实践教程》等，主持完成《IT 行

业英语》完全网络课程，主持完成省级精品课程“数据库设计

与实现”网络课程，多次获得教学成果奖。 

主要研究 

成果 

    发表研究论文《激励教学法在 IT 专业课双语教学中的应

用》、《Mini Workshop在个体软件过程教学中的应用》等 8篇。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作为第三主编，完成本系列教材部分章节的编写及网络 

课程的搭建和网络资源的开发。   

 本 人 签 名： 

2021年 12月  8 日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CurRec=3&recid=&FileName=JYJS200723012&DbName=CJFD2007&DbCode=CJFD&yx=&pr=CJFR2007;&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CurRec=3&recid=&FileName=JYJS200723012&DbName=CJFD2007&DbCode=CJFD&yx=&pr=CJFR2007;&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CurRec=5&recid=&FileName=ZYJW200614035&DbName=CJFD2006&DbCode=CJFD&yx=&pr=CJFR2006;&URLID=


 

 

 

 

 

 

 

 

 

 

 

 

 

 

 

 

 

 

 

 

 

 

 

 

 

 

 

 

 



五、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名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主管部门 广东省 

联 系 人 陈玉龙 
联系人 

职  务 

教务处教学项目

管理科负责人 

联系电话 13420939886 电子邮箱 455746491@qq.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

翔大道 2188号深圳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楼

602室 

邮政编码 518172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并按规定进行了

公示和异议处理，同意申报。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21 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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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