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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编制的意义 

高职高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日常教学的

行动指南。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事关人才培养的质量，事关现代化建设和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 

2.编制的依据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和《关于

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9〕6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并按照《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制（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要求制定。 

3.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 2020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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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和要求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代码：560301 

二、招生对象及学制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学制 3-5年。 

三、专业职业领域 

（一）专业岗位（群） 

本专业主要面向如下岗位（群）培养人才： 

1．智能制造设备装调； 

2．智能制造生产线运维与技改。  

（二）典型工作任务 

通过对本专业群主要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的调查分析，整理、归纳出专业主要

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如表 1。 

表1  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表 

主要岗位（群） 典型工作任务 是否核心技术 岗位对应的职业标准 

智能制造设备装调与

维修 

智能制造设备机械结构安装及调试 是 焊工（中、高级工） 

钳工（中、高级工） 

电工（中、高级工） 

西门子 S71200项目技术认证。 

1+X 模块（工机器人应用编程、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大数据

平台运维、数控设备维护与维修

等中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智能制造设备电气部分安装及调试 是 

智能制造设备运行调试 是 

智能制造设备故障诊断与维护 是 

智能制造生产线运维

与技改 

智能制造产线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是 

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编程与调试 是 

智能制造产线升级改造 是 

个性化产品的定制加工 是 

大数据采集及工艺优化 是 

四、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德技并修，切实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本专业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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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要求掌握电工电子、液压气动、传感检测、电气控制、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智

能产线运行等基础理论，并具备智能设备 PLC控制、传感检测、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修、

智能制造设备运维等技术技能，以满足智能制造产线安装、调试、运维和技改等职业岗

位（群）需求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人才培养规格 

本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为高职专科层次，具备以下基本知识、技术技能、职业素质

和思政目标。 

1.基本知识 

（1）掌握本专业需要的文化基础知识； 

（2）掌握机械零件图、装配图识读，机械零件图、装配图绘制的相关知识； 

（3）掌握智能制造产线设备的机械零件、机械结构和传动技术等机械知识； 

（4）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电机驱动等基础知识； 

（5）掌握传感检测、液压与气动、PLC及工控网络等机电控制系统知识； 

（6）掌握工业机器人编程及操作知识； 

（7）掌握智能产线故障诊断、维护维修和升级改造等基本知识； 

（8）了解智能制造产线运行管理系统应用方面的知识。 

2．技术技能 

（1）具备计算机操作与应用技术技能； 

（2）具备识读智能制造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装配图、接线图的能力； 

（3）具备一般智能制造设备加工，编制简单零件工艺规程的技术技能； 

（4）具备应用电工电子、传感检测、液压与气动、单片机、PLC等知识进行简单的

机电控制系统设计及改造的技术技能； 

（5）能够利用智能设备故障监测与诊断、维护与维修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进行智能

制造产线装调、维护维修和升级改造的技术技能； 

（6）能够灵活利用工业机器人技术进行机电系统集成改造的基础技术技能； 

（7）熟悉智能制造设备操作规程与规范，能正确使用工具、量具、仪器仪表及辅

助设备； 

（8）具备智能制造产线生产现场技术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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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备智能制造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的能力。 

3.职业素质 

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本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定位为高素质、有特长：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爱党爱国、品行端正、遵纪守法； 

（2）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诚实守信、情趣健康、生活朴实； 

（3）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言行文明、沟通交流、组织才能； 

（4）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热爱劳动、环保安全、团结协作； 

（5）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乐观豁达、积极向上、身体健康。 

4.思政目标 

（1）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3）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立志担当新时代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4）根植爱国主义情怀，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5）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坚持良好的品德修养，培育工匠品格和劳模精神，助力建设制造强国。 

五、专业课程体系 

本专业 2020 年重构建立专业课程体系，2020 年依据岗位调查对课程体系进一步与

职业标准对接，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技术技能更新，课程教学促进学生德技并修，将专业

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 

（一）专业课程设计 

1.依据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表，构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设计表，见附件 2。 

2.依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

职成〔2019〕13号），结合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表，重构核心课程，见附表 1。 

3.探索 1+X证书试点，设计课程模块内容，见附表 2。 

（二）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途径和方法 

1.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思路 

以培养地方智能制造产业及机电行业所需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机电职业

能力培养为主线，围绕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工作岗位（群）职业能力培养需要，对接融

入机电技术技能职业标准，形成由公共课程、专业课程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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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课程体系构建思路图 

2.专业课程体系构建途径 

专业教学团队按照智能制造类企业对应的机电行业职业标准及职业岗位的任职要

求，对职业岗位（群）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整理出出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基本知识、

技术技能及职业素质要求；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需考取的高级职业资格证进行分

析，融入专业职业资格证中要求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及职业道德，对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学生主要参加的技能大赛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分析，确定出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需要的主要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以能力培养为主线，设置专

业课程，设置支撑专业课程的公共基础知识课程，设置培养学生职业素养需要的思政及

素质教育课程。 

 

图2  专业课程构建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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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方法  

按照能力递进、理实一体的方法构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以本专业面向

的主要就业岗位（群）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围绕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

职业素质，遵循职业活动规律，将岗位能力要求作为学习模块，并按照“从基础到专业，

由单一到综合”的学习认知规律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形成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专业

课程体系。 

 

图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方法图 

4.课程地图构建 

按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方法，结合学年制计划安排，架构学习模块

的逻辑关系，形成学年课程地图，课程地图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路径和职业规划,以

关键岗位能力为主线,基于岗位胜任能力模型,提炼岗位关键学习项目,将岗位关键能力

与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贯通一致,围绕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知识、专业能力要求为主

线,科学开发和设计学生学习课程地图,建立起易懂、易实施、模块化的学习课程体系,

形成学生能力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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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学习模块的逻辑关系课程地图 

5.教学计划进程表 

见附件 3。 

（三）课程设置 

1.公共课程设置 

本专业公共课程包括 3门基础知识课程和 11门思想政治及素质教育课程。 

（1）基础知识课程 

根据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职业发展需要，以及对后续专业课程的支撑作用，开设 3

门基础知识课程，重点根据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后续课程教学要求

设置课程教学内容，如《应用文写作》主要偏重智能制造技术文件写作介绍，《工程应

用数学》根据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相关计算要求选择教学内容，《外国语》将机电

工程常用德语知识、英语知识、机电产品德语说明书和英文说明书阅读融入课程教学内

容，使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对接，为专业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

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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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政治及素质教育课程 

按照教育部要求，明确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职业发展与创业就业指导》《劳动》《军事课》

《心理素质教育》《美育概论》《体育》 等 11门课程作为必修课进入教学计划，选择

《文明礼仪修养》《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2门课程（2选 1）作为素质教育选修课，选

择《五粮液酒文化》《茶文化传播》《中国商道文化》《苗族蜡染》4门课程（4 选 1）

作为“非遗”选修课程课程。 

2.专业课程设置 

根据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按照从基础到专业、从单一综合的认知规律，共设

置专业课程 24门，如表 2所示。 

表2  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序号 专业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备注 

1 机械制造基础 第 1 期  

2 机械制图 第 1/2 期  

3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第 1/2 期  

4 公差与配合 第 2 期  

5 AUTOCAD 第 2 期  

6 机械设计基础 第 3 期  

7 液压与气动技术 第 3 期  

8 传感检测与电机驱动技术 第 3 期  

9 维修电工实训 第 3 期  

10 C 语言程序设计 第 3 期  

11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第 4 期  

12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 第 4 期  

13 PLC 控制系统的组装与调试 第 4 期  

14 5G+物联网技术应用 第 4 期  

15 数字化建模与制造 第 4/5 期  

16 机械零件数控加工技术 第 5 期  

17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第 5 期  

18 智能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第 5 期  

19 智能工厂集成技术 第 5 期  

20 智能制造执行系统（MES） 第 5 期  

21 交际心理学 第 5 期  

22 顶岗实习 第 6 期  

23 毕业设计 第 6 期  

（四）核心课程简介 

根据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岗位群任职要求，通过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职

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明确岗位核心能力培养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并结合对

应岗位的职业标准，序化得到培养专业核心能力的专业核心课程。 

1. PLC 控制系统的组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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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PLC控制系统的组装与调试 课程代码 1321501 

学分 5 学时 88 
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40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 PLC 的基本原理，掌握 PLC 的基本指令，掌握使用基本指令进

行简单程序的编制方法； 

（2）掌握 PLC 的安装接线步骤及注意事项，掌握 PLC 简单功能指令应用； 

（3）掌握 PLC 系统中常用传感器等电气原件结构、特性、应用和选择规则； 

（4）掌握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和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 

（5）掌握 PLC 通讯方法和通讯协议； 

（6）能够读懂并绘制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安装布置图。 

能力目标： 

（1）能运用 PLC 控制系统的基本知识，能进行 PLC 基本控制系统的安装、

调试、维护； 

（2）能运用 PLC 逻辑控制的基本知识，能进行 PLC 逻辑控制系统的安装、

调试、维护； 

（3）能运用 PLC 顺序控制的基本知识，能进行 PLC 顺序控制系统的安装、

调试、维护； 

（4）学生能运用 PLC 位置控制基本知识，能进行 PLC 位置控制系统的安

装、调试、维护； 

（5）能运用人机界面(HMI)控制的基本知识，能进行 HMI 控制系统的安装、

调试、维护。 

素质目标： 

（1）具有安全、环保、文明的生产作业意识； 

（2）具备与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沟通、协调的职业素质； 

（3）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思政目标： 

（1）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3）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立志担当新时代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4）根植爱国主义情怀，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5）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坚持良好的品德修养，培育工匠品格和劳模精神，助力建设制造强国。 

课程内容 

根据机电一体化技术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参照职业资格标准要求，

通过岗位工作任务分析，结合机电技术的发展方向，遵循高职教育教学规律，按

照 PLC 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的工作过程开发了5个教学项目，每一个教学项目

（任务）都涵盖了职业岗位及职业资格标准所需知识和技能，实现专业教学内容

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融合。五各项目分别为： 

项目1：智能产线数控机床主轴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组装与调试 

项目2：智能产线传送带控制系统的设计、组装与调试 

项目3：智能产线机械手控制系统的设计、组装与调试 

项目4：智能产线自动堆垛控制系统的设计、组装与调试 

项目5：智能产线监控系统的设计、组装与调试 

教学要求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教学需要一支双师结构的教学团队。课程主讲教师

应具有 PLC 技术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企业技术工作经历的双师素质资

格，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职业工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课程还需要热

心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兼职教师参与课程的

实践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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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程名称 智能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程代码 1324102S 

学分 4 学时 7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60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数控机床的结构及组成； 

（2）掌握数控机床各部分的功能。 

能力目标： 

（1）能向客户咨询机床情况，查询数控机床技术档案，初步评定数控机床

基本情况； 

（2）能独立制定数控机床装调维修计划，并能正确选择检测设备和仪器对

装调质量进行检测和数控机床调试； 

（3）具备数控机床机械系统部件进行装配及调试能力； 

（4）具备数控机床几何精度的测量能力； 

（5）具备数控系统的连接与调试能力； 

（6）具备数控系统参数设置与调整能力； 

（7）具备可编程控制器（PLC）编程与调试能力； 

（8）具备数控机床位置精度的测试与补偿能力； 

（9）能够进行数控机床维护与维修。 

素质目标： 

（1）安全文明生产意识； 

（2）电气故障维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3）能通过交流，将系统的改进意见提供给团队，并能自我学习和提高。 

思政目标： 

（1）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3）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立志担当新时代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4）根植爱国主义情怀，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5）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坚持良好的品德修养，培育工匠品格和劳模精神，助力建设制造强国。 

 

课程内容 

 

项目1：数控机床装调计划制定； 

项目2：数控机床机械系统装调与检验； 

项目3：数控机床电气系统装调与检验； 

项目4：数控机床联机调试； 

项目5：数控机床质量检测与验收； 

项目6：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项目7：数控机床技术改造与功能开发（加装工件测头和刀具测头）。 

 

教学要求 

必须采用理实一体化进行教学，老师采用讲授法、示范法、项目教学法进行

教学。 

该课程知识综合性较强，一个老师很难完成整个教学，故应配备教学团队来

完成教学。 

理实一体化教室1间，并配有电脑20台，用于数控机床维修仿真软件操作用，

有投影仪1台；校内实训场地工厂化，实训设备配备齐全。 

为便于学生自学，课程建有网络教学资源，同时可参考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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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课程名称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课程代码 1320803 

学分 4 学时 72 
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40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机械零件图、装配图识读和绘制的相关知识； 

（2）掌握机械加工技术、机械结构、机械传动技术等机械知识； 

（3）掌握传感检测、液压与气动、PLC 等机电系统控制方面知识； 

（4）熟练掌握工业机器人维护与维修的基础理论与处理方法； 

（5）掌握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单元设计与应用开发相关知识。 

能力目标： 

（1）熟悉 ABB 机器人安全注意事项，具备正确操作示教器的能力； 

（2）掌握 ABB 机器人的基本操作，具备机器人参数设置及手动操作机器人

的能力； 

（3）掌握 ABB 机器人的 I/O 标准版的配置，具备定义输入输出的能力； 

（4）掌握 ABB 机器人编程及指令，具备对 ABB 机器人进行编程和调试能

力； 

（5）具备 ABB 机器人硬件连接的能力。 

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爱党爱国、品行端正、遵纪守法； 

（2）具有安全、环保、文明的6S 生产作业意识； 

（3）具备与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沟通、协调的职业素质；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思政目标： 

（1）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3）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立志担当新时代民族复兴时代重任； 

（4）根植爱国主义情怀，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5）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坚持良好的品德修养，培育工匠品格和劳模精神，助力建设制造强国。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共有6个项目，包括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认识、基于工业机器人

控制器的系统集成、基于外部控制器的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搬运压铸检测入

库工作站系统集成、钢琴弹奏工作站系统集成、智能取餐工作站系统集成。 

前3个项目是工作站系统集成的基础，主要涉及基于工业机器人自身的控制

器和基于外部控制器的系统集成的关键知识技能要素。后3个项目为3个系统集成

案例，主要涉及其硬件设计及连接、人机界面设计、PLC 程序设计、机器人程序

设计等。全书6个项目的内容都是在教、学、做相结合的情况下实现的。 

 

教学要求 

课程的核心技能是工业机器人的工作站的设计、调试和维护应用技能，满足

工业机器人及系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以及工业机器人产品销售及售后服

务等岗位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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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统计表 

表3 课程类型、类别比例统计表 

课程类型 
学时 

 

课程类别 
学时 

合  计 百分比 合  计 百分比 

公共课 876 33.80% 
理论课 272 

38.50% 
专业课 1716 66.20% 

选修课 228 8.82% 理论实践课 

（理论学时） 
726 

专业课中在线开放课 600 23.21% 

合计 2592 100% 

理论实践课 

（实践学时） 
714 

61.50% 

实践课 880 

六、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及毕业条件 

（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要求 

建议学生考取钳工（中、高级），焊工（中、高级），电工（中、高级）证书，选考

西门子 S71200项目技术认证和 1+X模块（工机器人应用编程、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

大数据平台运维、数控设备维护与维修等中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证书。证书均不

作为毕业条件。 

（二）毕业条件 

思想端正、行为良好，素质教育积分合格。修足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各类课程的

最低学分（126分），其中公共选修课程学分选修不低于 2学分，专业选修课程（X 方向

模块课）学分选修不低于 12学分。 

附表 1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骨干课程及核心课程重构表 

职业能力编号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 类型 

A1-1-1-1、A1-1-3-2、A2-1-1-1 

A2-1-3-1、A3-1-1-1、A3-2-3-2 

B1-1-1-1、B2-1-1-2、B2-1-2-3 

C1-1-1-1、C2-1-1-3、C2-1-2-4 

1.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 
3.标准件与常用件等； 
4.尺寸、公差等的标注； 
5.零件测绘与零件图绘制； 
6.装配图绘制。 

机械制图 

机械

应用

基础 

A1-1-1-2、A1-1-1-3、A1-1-2-2 

A1-2-（1～3）、A1-3-（1～3）、 

A2-1-（1～3）、A2-2-（1～3）、 

A2-3-（1～3）、A3-3-1、C2-1-1-2 

C4-4-1-1、C4-4-1-2 

1.常规机械加工工艺及设备； 
2.工程材料； 
3.公差与配合； 
4.机械精度及几何测量； 
5.钳、焊； 
6.常用检具、量具的使用方法。 

机械制造基
础 

B1-1-1-2、B2-1-1-1、B2-1-1-2 

B2-1-1-4、C1-1-1-2、C2-1-1-3 

C2-1-1-4、C2-1-1-5、C2-1-1-6 

C3-1-1-2、C3-4-1-1 

1.力学基础； 
2.机械传动机构； 
3.机构基本联接知识； 
4.机构与机械传动方案创新设计； 
5.机构简图绘制。 

机械设计基
础 



 

— 12 — 

A3-1-（1～3）、A3-2-（1～3） 

A3-3-（1～3）、C1-1-1-2、C1-2-1 

C1-3-1-1、C1-3-1-2、C1-3-1-3 

C1-3-1-6、C3-3-（1～3） 

C4-1-（1～3）、C4-2-（1～3） 

1.数控程序的编制； 
2.数控机床的操作； 
3.零件精度的检验； 
4.数控机床的日常维护。 

机械零件的
数控加工 

B1-1-1-3、B2-3-1-（3～5）、 

B2-3-3-2、B3-2-1-6、B3-2-1-10 

C2-2-(1～3）、C3-2-2-2、

C3-4-1-1                                                                                                                                                    

1.常用电路的组成与分析方法； 
2.常用电工仪表和电工工具的使用； 
3.常用半导体元件； 
4.低压电器的维护和使用方法； 
5.组装、调试简单电子电路。 

电工电子基
础（维修电
工实训） 

机电

控制

基础 

B2-2-（1～3）、B 3-2-1-9 

B4-2-1-7、C1-1-1-3、C2-2-（1～

3） 

1.液压与气动基础； 

2.液压与气动元件； 

3.液压与气动基本回路； 

4.基本控制回路设计、安装与调试方法。 

液压（气动）

控制系统的

组装与调试 

B1-2-1-1、1-2-1-5、 

B2-3-（1～3）、B3-1-（1～3） 

B3-2-（1～3） 

1.PLC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2.PLC扩展与常用外设接口、PLC的输入

/输出种类 

3.PLC常用基本指令系统和应用指令及

编程软件； 

4.PLC的各种控制功能； 

5.PLC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法、PLC硬件接

线方法； 

6.PLC实现机床控制系统改造的方法。 

PLC控制系

统的组装与

调试 

B1-1-1-（1～6）、B2-3-1-5、 

1.使用示教器编程相关知识； 

2.工业机器人程序设计相关知识； 

3.工业机器人程序调试相关知识； 

4.示教器编制机器人程序 

工业机器人

编程与操作 

B2-2-1-6、B2-2-1-7、B1-1-1-10 
1.传感技术； 

2.电机驱动技术。 

传感检测与

机电驱动技

术 

B1-5-1-（1~7）、B2-1-1-（1～9）、

B1-3-1-4、B1-3-1-5 

1.自动化产线模快化组装和调试； 

2.产线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原理； 

3.产线的机械部件并恢复精度； 

4.产线的电气部件并恢复精度； 

制造单元智

能化改造与

集成 

机电

综合

应用 

C1-1-（1～3）、C1-3-（1～3） 

C2-1-（1～3）、C2-2-（1～3） 

C3-1-（1～3）、C3-2-（1～3） 

C3-3-（1～3）、C3-4-（1～3） 

C4-2-（1～3）、C4-3-（1～3） 

C4-4-（1～3）、C4-5（1～3） 

C4-6-（1～3）、C4-7-（1～3） 

1.数控机床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零部件与整机装配方法及操作规范； 

3.零部件与整机精度测试、调整方法及

操作规范； 

4.液压、气动部件的安装与调整方法及

操作规范； 

5.机床电器的安装与连接方法及操作规

范； 

6.CNC、伺服驱动、主轴驱动等控制装置

的安装、连接与调试方法及操作规范； 

智能设备装

调、维护与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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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气元件的检验能力，强电控制线路

的调试方法及操作规范； 

8.精度调整与补偿方法操作规范； 

9.CNC、伺服驱动等参数的调整方法及操

作规范； 

10.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和分析； 

11.NC/PLC接口结构和有关信号的传输； 

12.数控机床报警文本的编辑；验收方

法；精度测量方法； 

 

附表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一览表 

序号 
专业对应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对应课程名称 教学项目名称 

1 车工 

机械制图 
1.绘制和识读零件图； 
2.识读装配图。 

机械制造基础 
1.车工实训； 
2.零件检测。 

2 钳工 

机械制图 
1.绘制和识读零件图； 
2.识读装配图。 

机械制造基础 
1.零件检测； 
2.钳工实训。 

3 焊工 

机械制图 
1.绘制和识读零件图； 
2.识读装配图。 

机械制造基础 
1.焊工实训； 
2.零件检测。 

4 机修钳工 

机械制图 
1.绘制和识读零件图； 
2.识读装配图。 

机械制造基础 
1.零件检测； 
2.钳工实训。 

液压（气动）控制系统
组装及调试 

1.平面磨床润滑装置的动力元件选择； 
2.切割装置的压力控制； 
3.平面磨床的速度控制； 
4.数控车床的液压系统。 

通用设备维护及维修 

1.设备检修工艺流程的制定； 
2.通用零件的故障诊断； 
3.通用零件的修复； 
4.通用机构、部件的装调； 
5.机床的安装、调试与验收。 

5 电工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1.电工基本电路分析与制作； 
2.工厂企业交流电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3.工厂企业低压配电电路的安装与维护； 
4.简易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制作与分析； 
5.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制作与分析； 
6.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与分析； 
7.计数器的制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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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制作 1.跑马灯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数控机床电气故障诊断 
1.数控机床数控系统、电气系统装调； 
2.数控机床联机调试。 

PLC 系统的组建与调试 
1.MM420变频器直接控制多段速度的运行、调试； 
2.传送带运行控制系统设计。 

6 

西门子

S71200项目

技术认证 

PLC 控制系统组装及调

试 

1.传送带启停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2.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3.物流传送速度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4.灌装监控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数控机床电气故障诊断 
1.数控机床数控系统、电气系统装调； 

2.数控机床联机调试。 

8 
智能产线运

营与维护 

1.智能产线故障与诊断

技术 

2.大数据采集及工艺优

化 

1.将《机电系统集成设计》与《自动化生产线安装、

调试、维护与维修》整合为《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

与集成》； 

2.增加课程《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 

3.在《传感检测技术及机电驱动技术》补充 RFID

技术应用； 

4.在《PLC控制系统组装与调试》课程补充工业网

络技术应用相关内容； 

5.增加选修课程《智能产线管理系统应用》。 

9 
工业互联网

实施与运维 

1.5G+物联网技术应用 

2.C语言程序设计 

1.增加课程《5G+物联网技术应用》； 

2.课程《C语言程序设计》。 

10 
大数据平台

运维 

1. 智能工厂集成技术 

2. 智能制造执行系统

（MES） 

1.增加课程《智能工厂集成技术》； 

2.增加课程《智能制造执行系统（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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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与保障 

一、人才培养模式 

（一）实践“校企双主体，工学双循环”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宜宾智能制造产业，与五粮液集团、智威科技、力源电机、泥腿科技、华中数

控（重庆）等校企合作企业紧密合作，根据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岗位标准重构专业课程

体系，并将企业典型产品或任务融入课程教学，厂校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

校企专家技术人员交叉进课堂、进企业，校企全程参与“校内教学和实验实训—校外企

业生产和实践教学—校内教学和生产实践—校外企业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教学过程，

通过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把握人才需求动态信息，及时更新行业新技术新

技能，实施产业、行业、企业、专业、职业“五业”合力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校企双主体，工学双循环”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图5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校企双主体，工学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岗位认知阶段（第一学年）：校内完成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学习，课程讲授以校内

教师为主；同时邀请企业师傅对学徒进行岗位认知培训和专业相关技术技能讲座。 

岗位见习阶段（第一学年假期）：学徒进入企业，跟着企业师傅了解企业生产环节，

熟悉岗位技术技能要求。岗位见习阶段一般安排在暑期分批次进入企业。 

跟岗实习阶段（第二学年）：在校学习和企业跟岗实习分段进行，在校完成公共类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或专业理论部分学习，企业跟岗实习由企业师傅结合实际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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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徒完成专业课程实训部分的学习，以提升学徒在真实生产岗位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的能力。 

顶岗工作阶段（第三学年）：学徒到企业岗位工作，通过 1个师傅带 4-6个徒弟，

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参与实际的生产项目，按照企业员工的考核程序进行考核。专业现

有华中数控学徒班、普什驱动学徒班、泥腿科技学徒班，两个年级共计 6个班。通过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校企双主体，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获得四川省第八

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实施“学做一体 双元制”的专业教学模式 

在学院的指导下，在专业建立并实施“学做一体，双元制”教学模式改革，即在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各教学班中，学生划分为 6-8个学习小组，以项目为载体，按照“任

务确定→工作计划制定→计划实施→质量控制与检测→评估反馈”过程，坚持“做中学、

学中做、学做一体”，共同完成项目，实现基本知识、技术技能及职业素质的逐步提高，

职业能力同步增长。要求专业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建好课程教学资源（文档材料、视频

动画资源等），并在教学组织实施过程中注意控制每次课讲授时间（不超过 30分钟），

而重点以指导、督促并协助学生利用好课程教学资源完成教学项目。 

进一步深化细化“项目引，团队学”的课堂教学改革，按照“课前团队探究、课内

团队学究、课堂教师引导、课后项目评估”四个关键环节，构建教学手段新颖、工作情

景再现、信息技术增效等为特征的职教新形态课堂，如图 6 所示。 

 

图6  机电“学做一体 双元制”专业教学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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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条件 

（一）校企合作平台 

为有效保障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顺利实施，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与五粮

液集团下属的普什集团公司紧密合作，共同组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机电技

术应用研究所和迈拓机械制造公司，成立“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管委会”和“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实施“校企共同驱动、共建共育共管”的专业运行机

制。 

1．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 

在《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的实施意见》和《宜宾职业技术学

院校企合作工作管理办法》指导下，落实机电教学中心校企联合培养实施管理机制，与

宜宾普什集团、智威科技、力源电机、泥腿科技、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

路局等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助推校企双方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的深度合作。 

2．“双向兼职、双向考核”的师资队伍管理机制 

为有效实施了课程教学的“双师双导”，专业将五粮液集团、智威科技、力源电机、

泥腿科技等企业的高端人才引进课堂，同时建立教师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将专业高级人

才下派企业进行技术服务，每年选派 1-2名青年教师下厂锻炼；对专任教师企业挂职锻

炼、兼职教师教育教学进行绩效考核，以形成机电教学中心的“双向兼职、双向考核“的

师资队伍管理机制。 

3．“双向强化”的实践教学基地运行机制 

（1）结合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的要求，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可在学院范围

内自主对校内专业核心实训室及其实验员进行管理，以保障专业实训室的开放使用，为

学生的技能提升提供平台。 

（2）在宜宾普什驱动有限公司、华中数控（重庆）有限公司建立“厂中校”，制

定“厂中校”运行管理制度，与普什集团共建国家（省）级师资顶岗培训中心，以形成

利益共同体，合作开展技术培训，推动产业和专业的良性互动，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

成奠定基础。 

（3）与宜宾普什驱动有限公司共同推动校内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机加工生产线

实训基地的运行，由五粮液集团的高管和高级技术人才予以指导，落实产品生产，带动

学生课程实习，保障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得到开展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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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赢互利、双向服务”的技术服务机制。 

一方面专业教师为企业进行员工技术培训，参与企业的技术研究项目等方式为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另一方面将企业先进技术引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同时合作企业提供其

先进设备用于学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训，使专业建设紧跟企业先进技术发展。通过以

上合作，建立起“互赢互利、双向服务”的技术服务机制。 

5．“双师双导、双向考核”的学生成绩评定机制 

在专业核心课程和顶岗实习的教学中，由专业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同进行教学，

企业兼职教师主要承担课程部分项目的实践指导，同时参与此项目的学习成效考核，即

根据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由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对实习项目进行成绩评定，以实施

“双师双导、双向考核”的学生成绩评定机制。 

（二）教学团队条件 

专业建有省级教学团队，团队现有校内专职教师 21人，校外兼职教师 42人（含客

座教授 4 人）。校内专职教师中，高级职称 9 人，讲师 12 人；获博士、硕士学位的有

10 人（其中 3 人在读）；具备“双师”素质的教师人数有 21 人；团队专兼教师毕业于

不同地区的院校，学员结构合理。 

1．实行校企双带头人制度 

根据校企合作情况，由校内专业带头人和企业方专业带头人领军专业建设相关工

作，如把握专业发展方向，带领团队教师开展专业内涵建设、教学改革、科研、社会服

务等工作，同时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2．具有一支专业骨干教师队伍 

骨干教师是专业课程建设的负责人，要求应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专业有骨干教师 21 名，在专业带头人的引领下，主要承担专业课程的建设及教学改革、

承担科研及教研教改、参与企业的技术合作、参与社会服务等工作。根据专业新技术融

入课程体系的要求，要求专业骨干教师应具备应用工业机器人、PLC 等新技术的应用能

力。 

3．具有一支优良的兼职教师队伍 

聘请重庆华中数控、五粮液普什集团、宜宾岷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汽大众、宜

宾力源电机等单位实践能力突出的企业管理骨干或技术能手作为专业教学团队的优质

兼职教师队伍，兼职教师主要承担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和顶岗实习的实践指导、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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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等专业课程教学及考核工作，参与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实训基地

建设等专业建设工作，同时还通过开办专业、企业文化等方面的讲座及论坛，提高学生

对专业的认识，同时聘请 2名知名高校教授作为专业客座教授，指导专业建设相关工作。 

（三）实践基地条件  

集合“四真三性”的专业实训条件能满足学生在真实环境下真学、真做，获得真本

领，同时也能满足专业的社会培训、校企技术研发等需求。 

1．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1）校内实验实训室条件 

建有能保障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内各专业实践项目教学的校内实践条件，校内实

验实训室实行开放式管理，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技能训练需要提出使用申请，经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及智能制造学院相关领导批准，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可在课余时间

使用专业相关实验实训室，以为学生的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表4 主要校内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训实训项目 

1 

 

机电设备装

调、维护及

维修技术中

心 

 

1.普通车床 1 台； 
2.铣床 1 台； 
3.立式钻床 1 台； 
4.单级离心泵 4 台； 
5.各类减速器 74 台； 
6.动平衡试验仪 1 台； 
7.静平衡试验台 4 台； 
8.火焰喷涂设备 1 套； 
9.电刷镀设备 1 套； 
10.机器故障检测仪振通 903 1 套； 
11.电机故障诊断仪 HG-6801 6 套 ； 
12. 电 气 设 备 特 性 分 析 与 故 障 诊 断 仪
Finest170 6 套； 
13.超声波探伤仪 TCJE-1 1 套； 
14.红外测温仪时代 TI210 1 套； 
15.测振仪时代 TV110 1 套。 
16.VS410 高速立加 1 台； 
17.装配检测工装 3 套； 
18.数控系统 4 套； 
19.激光干涉仪 1 台； 
20.球杆仪 1 台； 
21.准直仪 1 台； 
22.光电转速仪 1 台； 
23.分贝仪 1 台； 
24.温度测量仪 1 台。 

1.设备检修工艺流程的制定； 

2.通用零件的故障诊断； 

3.通用零件的修复； 

4.通用机构的装调； 

5.水泵的维修； 

6.发电机的维修； 

7.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 

8.以模拟仿真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机械装调、电

气装调、机电联调、数控机床精度检测、数控

机床维修实训； 

9.数控机床机械零部件拆装及排故实训； 

10.数控系统调试及维护实训； 

11.数控机床精度检测与维修实训； 

12.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考证技能鉴定。 

2 

CAD/CAM 软

件应用实训

室新建 

1.CAD/CAM 软件； 

2.高性能计算机 50 台等 

1.CAD/CAM 软件应用实训； 

2.UG 职业资格证技能鉴定； 

3.AutoCAD 职业资格证技能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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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训实训项目 

3 
机器人实训

室 

1.创意之星高级版创新平台 2套； 

2.创意之星标准版创新平台 3套； 

3.创意之星竞赛组建包 2套； 

4.电脑 6台。 

1.机器人大赛； 

2.工业机器人运行管理及保养。 

4 

先进自动化

控制系统实

训室 

1.自动化 PLC 教育培训包 2 套； 

2.彩色触摸屏及交换机教育培训包(KTP 600) 2

套； 

3.紧凑型中型 PLC 教育包(S7 314C-2PN/DP) 7

套； 

4.变频器驱动教育包(G120) 7 套； 

5.工业级彩色触摸屏教育包(TP177B) 7 套； 

6.远程 I/O 工业以太网通讯教育包 7 套； 

7.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7 套； 

8.下位 PLC 编程正版专业版软件 PROF. V11（单

授权）(Step7 PROF. V11) 7 套； 

9.上位机可视化组态正版软件(WinCC) 1 套； 

10.交流变频器控制面板(V20) 12 套； 

11.S7-200DC/DC/CPU226 8 套； 

12.人机界面单元 13 套； 

13.S7-300 5 套。 

1.PLC 控制实训； 

2.高级电工认证；  

3.高级机电一体化认证；  

4.西门子 S71200 项目技术认证。  

5 
机电系统控

制实训室 

1.6 站型 MPS（模块化生产系统）2 套； 

2.白酒灌装生产线 1 套； 

1.生产线装调仿真实训； 

2.生产线的安装测量实训； 

3.生产线控制实训； 

4.生产线维护实训； 

5.高级机电一体化认证。 

6 
液压与气动

实训室 

1.液压综合实验台 3 台； 

2.气动综合实验台 3 台； 

3.气源装置—空气压缩机 1 台； 

4.电脑 9 台； 

5.液压传动综合试验装置 THSYC-TC 1 台； 

6.气动综合试验装置 THYQD-1 1 台； 

7.机电一体化试验台 1 台。 

1.液压元件的拆装与分析； 

2.液气控制回路安装与调试； 

3.液气控制回路的设计与仿真； 

4.机电一体化高级工考证技能鉴定。 

7 

创新实践室

（专家工作

室） 

1.电脑 4 台； 

2.焊接调试工作台 1 套； 

3.创新实践工具箱 5 套； 

4.2 台数字示波器等。 

学生的创新设计实践。 

9 电气控制室 

1.万能铣床 KH-X62W 1 台； 

2.摇臂钻床电气控制实验台 KH-Z3040B 1 台； 

3.摇臂钻床电气控制柜 KH-Z3040B 1 台； 

4.平面磨床电气控制柜 KH-M7130K 1 台； 

5.平面磨床电气控制柜 KH-M7130K 1 台； 

6.普通车床电气控制柜 C650 1 台。 

1.中级电工实训； 

2.机床故障排除实训； 

3.中级电工认证。 

10 电工基础室 
1.电工技术实验台 12 台； 

2.模拟万用表 20 只。 
电工基础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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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训实训项目 

11 电子实训室 

1.高频实验箱 10 台； 

2.模电实验箱 17 台； 

3.数电实验箱 17 台； 

4.30M 数字示波器 20 台； 

5.晶体管测试仪 5 台。  

电子技术实训。 

12 机零机原室 

1.机构成列柜 1 套； 

2.组合式轴系结构设计实验箱 6 套； 

3.同轴式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 10 台； 

4.渐开线齿轮参数测定箱 5 套。 

机械设计基础实训。 

13 
金属工艺实

验室 

1.金相显微镜 8 台； 

2.抛光机、车刀量角仪 3 台； 

3.高温箱式电阻炉 2 台。 

1.金相组织观察实验； 

2.钢的热处理实验； 

3.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 

14 
技术测量实

训室 

1.立式光学计、数显外径千分尺等量具 10 套； 

2.干涉显微镜 2 台。 

1.尺寸公差检测实训； 

2.形位公差检测实训； 

3.表面粗糙度检测实训。 

15 
材料测试实

验室 

1.扭转试验机、金属材料拉力试验机 2 台； 

2.表面洛氏硬度计 5 套、maxtest 控制软件。 
零件的硬度的检测实验。 

（2）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  

本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结合了校企合作企业生产的需求，面向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群，较好的将机械零件制造、机电产品装配等生产性实训项目与真实生产任务结合

起来，使其具有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生产任务、真实的企业管理和市场化的评价标

准，能实现专业综合能力和职业环境熏陶的有机结合，体现理论与实践、学与做的统一。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主要设备见表 5。 

表5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践项目 

1 实习工厂 

1.普通车床 C620B 10 台； 

2.普通车床 C6140-750 5 台； 

3.手工氩弧焊机 WS7-200 3 台； 

4.交流弧焊机(焊接变压 BX6-315A 10 台； 

5.钳工工具约 80 套。 

机械制造基础实训 

车工实训 

钳工实训 

焊工实训 

2 国家数控基地 

1.数控车床 10 台； 

2.数控铣床 10 台； 

3.数控加工中心 4 台； 

4.数控车、铣复合 1 台； 

5.电火花 2 台； 

6.线切割 2 台。 

机械零件的数控加工课程实训 

3 冲压车间 

1.带锯床 

2.数控气割机 

3.剪板机 

4.折边机 

机械制造基础实训 

4 
机加工车间（含五轴精加工

车间） 

1.MMX1420×1000 数显外圆磨床 

2.M7150 平面磨床 

3.Z3050×16 摇臂钻床 

4.GZ4232 带锯床 

机械零件的数控加工课程实训 

数控机床电气故障诊断实训 

数控机床装调、维护及维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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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NCSG-4000 数控气割机 

6.QC12Y-8×3200 剪板机 

7.WC67Y-160T3200 折边机 

8.ZX7-400S 直流焊机 

9.WS-400 氩弧焊机 

10.G996RT 五轴机床 

11.VMC1060L/1 立式加工中心 

12.VMC850L/1 立式加工中心 

13.VMC850/1 立式加工中心 

14.VMC1580/1 立式加工中心 

15.VMC1580 立式加工中心 

16.VSG1000 立式加工中心 

17. G996RT 五轴数控机床 

2.校外实习基地 

本专业在学院所在地域的智威科技、力源电机、宜宾普什驱动、岷江机械等企业，

建有能满足部分专业课程实践项目教学和顶岗实习的校外实习基地。其中，在五粮液集

团普什智科、宜宾岷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智威科技开辟有数控机床装调、自动化生产

线装调的“教、学、做”教学区（即“厂中校”），将企业的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机

械部件、电气装配工艺过程和总装时场景引入课堂，以给学生更为直观的认识，提高课

堂教学的实效性。同时与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重庆华中数控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有校

企合作协议，建立顶岗实习的基地，构建了完善的校外实习基地网络，能有效保障学生

在真实环境下真学、真做、练就真本领的职业发展需要。 

表6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1 重庆华中数控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装调、机器人技术应用等 

2 宜宾岷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维护及维修 

3 宜宾普什集团 

数控机床电气故障诊断实训 

数控机床装调、维护及维修实训 

通用设备维护及维修实训 

4 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 顶岗实习（智能设备装调） 

5 宜宾力源电机有限公司 机械零件的数控加工、智能设备装调等 

6 泥腿科技 学徒制 

7 

 

智威科技 学徒制 

（四）教学基本条件 

1．具有完备的教学基本文件，保障教学规范有序开展 

与重庆华中数控、宜宾力源电机等企业密切合作，按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培养目

标，建设核心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项目的全套教学文件，包括课程标准、电子教案、课

件、试题库、实践教学项目库、教材（讲义）等，确保课程组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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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学质量。 

2．具有理实一体化教材，提高学生学习成效 

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的实施要求，以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全国技能大赛项目、职业资格考证项目等选择教学

案例与设计教学项目，校企合作共同编有 14 门专业课程的理实一体化教材，教材中的

教学项目均来自于企业生产实际，将学习内容与未来工作紧密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学

习成效。 

3．建有满足课程需要的课程资源库，能保障课堂教学成效 

建有以生产中的技术或技能运用为内容，在真实的环境中拍摄的生产过程短片、图

片等课程资源库。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专业教师可充分利用已有的视频短片与图片资源

开展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就业岗位的工作

流程、工作环节、核心技术技能、工作对象、工作场景、典型产品的理解及掌握。 

4．建有课程网络资源，搭建起学生自主学习平台 

依托和数字化校园建设，利用全国职教云平台，建设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网络

学习平台，以形成师生互动的网络教学环境，较好实现教学资源数字化。 

本年度依托全国职教云平台和学院教学资源平台，重点建设《PLC 控制系统的组装

与调试》、《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维修电工实训》、《传感器与电机驱动技术》、《制

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5 门课程，确保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课

件、项目案例、视频资源等教学资源全部上网，以实现通过网络延伸课堂教学，让网络

学习贯穿整个学习实践过程，拓展学生学习的时空，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三、教学运行与保障 

（一）教学运行管理 

1．实施严谨的教学计划管理 

教学计划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文件，是安排教学任务、组织教学过程的基本

依据，执行教学计划应体现出一定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专业教学计划由机电教学中心管

理委员会组织编写，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委员会审核，报智能制造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批准后执行。经学院审批确定执行的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变更，专业教师要严格按照教

学计划规定执行相关课程教学与考核。 

2．因材施教，分层级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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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分层 

一是就选拔基础较好的新生进入学徒制班级，对接企业标准单独组班进行教学； 

二是对难度较大的专业课程，如《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基础》、《PLC控制系

统组装及调试》等实施完全学分制选课； 

三是在课程项目教学中实施分层教学，如学习成绩基础好的学生安排难度较大的项

目，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安排难度较小的教学项目。 

（2）提升计划 

引导鼓励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积极参加机电创新设计团队，参加国家（省级）技能

大赛，鼓励其通过应用型自考本科、专升本等方式提升学历；鼓励他们多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提升其专业素养。 

3．课程管理 

（1）充分发挥课程组作用 

根据智能制造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及专业课程建设要求成立了课程组，所有专业课程

的课程组成员由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兼职教师组成，由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

心管理委员会统一对课程组进行管理考核。课程组实行主讲教师负责制，带动课程组的

全体成员发挥各自优势开展课程建设，研讨并开发课程教学项目、制订课程标准、制订

授课计划、设计教学过程等，认真组织实施课程教学；发挥课程组的传、帮、带作用，

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课程组通过定期组织公开课、相互听课交流等活动，不断改

进和完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在课程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德育为先” 

一是足额开设必修课程，强化必修课程教学效果。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作为必修课

开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开设《军事课（含《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课程，强化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提高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  

二是实现“立德树人”落实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如引导学生了解国家方针政策，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同时要求专业课程教学中注意将社会核心价值观等思

想灌输给学生，比如平时要注意团队合作，友善待人，完成项目过程中要爱岗敬业，对

待考试和撰写论文等要遵纪守法、要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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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文化品牌建设中。根据学院统一部署，机电教学中心拟

将结合学生的综合才艺和日常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院校园艺术节、运动会、技能

大赛“三大文化品牌”建设，以将“立德树人”贯穿到学生活动的方方面面，培养学生

全面发展。 

（3）对标高水平行业指标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的培养要与具体的工作岗位相结合，达到岗位所应该具备

的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的能力要求，同时要将技能竞赛标准融入进去，实现岗位标

准、技能鉴定标准、技能竞赛标准的三标融合。 

一是课程融入行业主管部门及合作企业的相关岗位规范。岗位技术规范对岗位能力

的基本要求是形成机电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专业通过校企合作将规范中的岗位要求转

换和细化为具体的岗位职业能力。 

表 7  相关岗位技术规范 

序号 目标岗位 岗位 岗位规范 

1 
机修工 

装配钳工 装配钳工职业规范 

2 机修钳工 机修钳工职业规范 

3 电修工 电工 电工职业规范 

4 机电系统集成设计技术岗 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等  

二是课程融入技能等级鉴定标准。经与企业沟通交流后了解到，本专业适应的职业

资格证书包括机修工、电工、工业机器人装调维修工（现代学徒制班），在岗位技术规

范的基础上，将职业资格鉴定标准转换和细化为具体的岗位职业能力，融入课程体系，

并融合职业资格标准要求完善课程考核标准。 

三是课程融入技能竞赛标准。技能竞赛可以客观公正地考核学徒的机电技术应用能

力，是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检验和促进，技能竞赛过程中会展示“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的应用，是学徒提升职业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通过对与专业有关的技

能大赛竞赛要求分析，将竞赛标准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标准和考核标准。 

（4）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本专业坚持将创新创业教育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

计划制定、授课内容中突出创新教育的教育。 

一是将省级创新课程《职业发展与创新就业指导》作为本专业的必修课设置，加强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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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如通过电子产品制作、机械创新设计等课程或项目进行

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鼓励和启发学生使用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到项目实施过程中，激

发学生创新创业灵感，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是推动创新实战。强化学生参加机电类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赛，如“制造单元智

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机电一体化”、“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及升级改造”、“电子设计

大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以项目提升创新能力。 

四是鼓励将企业技术创新与毕业设计选题相对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创新能力。 

五是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SYB创业课程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5）落实绿色发展要求 

一是将节能减排、绿色工艺、绿色能源、新材料工艺等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标准，以

培养学生绿色、环保的理念。 

二是专业课程实训中培养学生“6S”规范（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6）落实全面发展 

一是足额开设必修课程。开设《心理素质教育与训练》课程，实施学生心理健康素

质普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和指导；开设《美育概论》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

院各类艺术节活动,以倡导言行美的表现、鼓励创造美的行动、宣传心灵美的活动、支

持环境美的塑造；开设《体育》课程，在进行基本体育项目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体

育特长允许学生进行学习项目选择，同时为促进学生通过参与各类体育活动积极提升身

体素质，将早操出勤率、运动会出勤率、运动会项目成绩、体育社团的参加率纳入到课

程学分考核指标；开设《劳动》课程，弘扬劳动精神，课程 2 个学分，32个课时，采用

项目化教学方式进行，以课外劳动实践和课内劳动实践相结合，课外劳动课程项目设置

为专门劳动项目、公益劳动项目、公区卫生项目、寝室卫生项目等，课内劳动实践项目

结合实习实训劳动项目、劳动安全知识项目等，主要要求学生以“6S”管理标准，对上

课的教学场所进行卫生清理，对实训结束后的设备卫生等进行清理，按要求进行规范摆

放等；开设《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引导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强化学生的创

新意识的培养。 

二是优选开设选修课程，强化选修课程教学效果。结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的需要，逐步固化素质教育活动课程，开设《文明礼仪修养》、《当代国际经济与政

治》等选修课程，激发素质教育活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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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高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强化网络辅助教学的作用，通过在线视频、在线论坛、在线测试、虚拟仿真等方式，

鼓励学生线上线下学习，鼓励教师和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教育手段进行教学活动。帮助学

生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难点问题，辅助学生完成项目。 

（8）课程实行立体化全过程监控 

课程教学过程分为教学前准备、教学过程和教学后结果分析三个阶段，由学院、二

级学院、教学中心三级管理机构全员参与，进行立体化全过程监控。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负责教学运行安排。在任课教师安排上，专业课程实

行校企“双导师制”，任课教师须通过智能制造学院开课考核后才能承担教学工作。 

课程组根据课程标准制订授课计划、编制教案、教学课件、学生工作页和信息页等

教学文件，填报实践教学项目资料，提交专业教学中心审核通过，报学院教务处备案。            

专业课程按照“项目引团队学”进行教学组织，即要求教师将教学班级学生分成 3-5

人一个小组，在教师指导下，按照“任务确定→工作计划制定→计划实施→质量控制与

检测→评估反馈”的步骤完成课程项目，实行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为促进教师进行

教学改革，教学中心管理委员会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抽检（对校外基地执行课程，由合

作企业方主要监管其执行过程，智能制造学院教学督导组将不定期进 行抽检），并与授

课教师交流，教师通过听课意见反馈及学生信息反馈，及时修正课堂教学。 

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要进行学生成绩分析和试卷分析，以便完善和改进课程学。 

4．毕业设计与顶岗实习管理 

为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将在第 6期进行毕业设计与顶岗实习。顶岗实

习实行“双师双导、双向考核”，即企业教师负责顶岗实习的指导与管理，按照企业员

工考核制度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学校定期选派专业教师进驻企业，负责学生日常管理

并指导毕业设计；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还须结合岗位实际或企业典型工程项目开展

毕业设计，由企业教师或学校教师担任指导老师；由企业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完成学生

顶岗实习考核评价，学生顶岗实习结束后回校参加毕业答辩。 

（二）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评价体系 

1．落实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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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院、二级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三级教学管理，制定了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的教学督导管理、教师开课考核、实践教学项目化管理、教师教

学质量考评、课程考核及评价等相关制度，以为教学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1）教师课程规划及开课考核 

根据教师专业所长，结合专业课程教学需要，进行专业教师课程规划。原则上由具

有讲师及以上职称，具备双师素质的教师担任课程负责人，并具体负责课程建设工作。

每位教师最多可承担三门课程的教学，每年对教师课程建设及授课情况进行考核，不合

格的暂停该课程的教学资格，由课程组对其进行帮扶后进行开课考核，合格方能继续承

担该课程的教学。 

对新进教师及承担新课程教学的教师，须通过开课考核。重点考核教师对课程教学

目标和重难点的把握、课程内容的熟悉度，考核合格方可承担该课程教学。 

（2）实践教学项目化管理 

按照实践教学项目化的“八定一有”要求完善课程实践教学项目。对实践教学项目

施行目标导向的水平考试，建立考核标准，如实践教学大纲、实验（实训、实习）指导

书、试题库等；实训与实习考核以企业兼职教师为主，并将学生职业意识纳入考核体系。 

（3）教师教学质量考评 

成立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中心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小组，按照教学“六认真”的

要求，对教师教学文件编写质量、课堂教学组织质量、督导组教学检查情况、学生作业

批改质量、学生评教结果等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作为课程规划、职称晋级、津贴分

配的依据。 

（4）课程考核及评价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分制课程考试（核）的实施意见》（宜职院发〔2014〕

53号），为落实“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

对接”的要求，有效检测学生的学习成绩，以提高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根据学院对课程考试（核）改革的实施意见，完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考试（核）

评价标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考试（核）标准的制定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按照高

职教育规律，突出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检查和实践能力的检测，突出对学生知

识、技能及素质形成过程的考察，实现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核）相结合。 

①专业课程考核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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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考核成绩由形成性考核成绩和终结考核成绩构成。形成性考核成绩和终结

性考核成绩均以百分制计算。可以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和要求采取笔试、口试、实操、

作品展示、成果汇报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核。 

形成性考核：将岗位素质、道德素质、创新素质、身体素质等素质因子及项目完成

的质量作为课程的形成性考核指标，将形成性考核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主要依据，达到

总评成绩比例的 40%及以上。 

形成性考核以教师评价为主，由学院规定因子(70%)和课程组及教师自定因子（30%）

两部分构成形成性考核成绩。规定因子主要是学生学习出勤、学习过程表现、作业完成

率及正确率、项目完成率以及其他检测成绩的因素,自定因子由课程组及任课教师根据

课程授课情况进行拟定，课前需到专业教学中心备案。 

终结性考核：在课程结束时，由学院统一组织进行课程考试。 

表 8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考核方式设计表 

课程类别 

考核方式  

 

备注 

理论考核 实践考核 

选择方式 1 选择方式 2 选择方式 1 选择方式 2 

形成

性考

核 

终结

性考

核 

形成

性考

核 

终结

性考

核 

形成

性考

核 

终结

性考

核 

形成

性考

核 

终结

性考

核 

理论课 
必修课 40% 60% 45% 55%     

各班级选择一

种考核方式 

选修课 55% 45% 50% 50%     

实践课 
必修课     40% 60% 45% 55% 

选修课     45% 55% 50% 50% 

理论 

实践课 

理实 

比例 

选择 1（理论：实践=50%：50%） 选择 2（理论：实践=55%：45%） 

选择 3（理论：实践=45%：55%） 

必修课 40% 60% 45% 55% 40% 60% 45% 55% 

选修课 45% 55% 50% 50% 45% 55% 50% 50% 

②顶岗实习考核 

实习结束时，由企业教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完成学生实习成绩综合评定，具体如下： 

由企业教师根据基础技术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工作态度、职业素质、工作实绩进

行考核，在《学生顶岗实习手册》的相应栏目中填写考核评语及等级，并签字确认，加

盖单位公章，考核按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实行百分制 5 级级差记分，占总评

成绩的 70%。 由学校教师根据企业实习鉴定表、学生撰写的实习报告及学生实习表现进

行考核，并按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实行百分制 5 级级差记分，占总评成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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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建立“综合素质测评”评分系统 

按照学院的素质教育积分牵引机制，从学生入校到毕业，由学生代表、辅导员、任

课教师等共同参与，从出勤、卫生、两操、劳动、专业学习、参与社会活动情况等方面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测评，并通过“综合素质测评”评分系统，对学生各项表现进行

量化评分，最终系统自动生成总评成绩，成绩合格方能毕业。 

2．实施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督导 

成立了由院级（教务处、实训中心、督导室）、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业教学中心组成的三级教学督导组，指导教师规范开展教学活动，并对教师的教学环节

进行督导评价。督导形式有听课与检查、教学满意度测评、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学生信

息反馈等，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相关教师交流，指导其改进和提高，对存在严重

教学违纪现象并经督导后仍无改善的教师将停课整顿，并纳入教师绩效考评。 

（1）进行教学过程的常规检查，了解课程教学安排，重点检查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教师备课教案以及教学文件的执行情况等。 

（2）开展期初、期中、期末三个阶段的教学检查，从备、教、批、辅、考、析六

个环节检查教师教学情况，开展学生评教、教师互评活动，并就教学在各教学班级进行

问卷调查，听取学生意见，发现教学异常情况，及时促进教师整改。 

（3）根据教学信息反馈，组织专业教师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问题研讨，组织项目

化教学改革实施好的教师进行示范课教学，安排教学改革效果好的老教师对教学经验欠

缺的年轻教师进行教学改革指导，以切实提高专业教学改革的成效。 

3．完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1）“一考双控三有”的人才培养质量内部评价制度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中，建立了“一考双控三有”的人才培养质量管控机制，

完善了相关制度，确保专业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一考”，是指课程考试（核）制度改革，建立起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的检测制度；“双控”，通过毕业学分和素质积分控制毕业生质量；“三有”，是建立在

双控引导基础上，学生有品德合格证、学习合格证、专业技能合格证，方能达到毕业条

件。 

（2）“基于多元评价”的人才培养质量外部评价制度 

为充分了解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情况，及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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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专业课程教学，构建由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组成的

“基于多元评价”的人才培养质量外部评价制度。 

一是完善毕业生跟踪评价制度。每年 5-7月集中进行毕业生跟踪调研，将就业率、

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起薪率等作为重要调研指标，实现对本专业学生毕业 3-5 年的

工作状况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二是建立第三方质量评价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定期对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进行跟踪、评价，从第三方角度客观公正的评价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及存在的问题，

促进专业建设与改革的良性发展。 

三是成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分析小组。由企业专家、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教师组

成，对调研统计数据和麦可思评价报告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

告，作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专业建设与改革的重要依据。 

（3）认真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千分制积分制度。 

按照“立德树人”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要求，大力实施学生素质教育“千分制”积

分制度，把学生千分制纳入学生毕业条件，引导学生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 

附件:1.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2020 年市场调查与分析报告 

2.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设计表 

3.2020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