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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
持人

所在单位 项目组成员
对口高职

名称

JGXT201801

学前教育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实
践

陶红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孙文云、张莉、谢德新、陈丽
、李存园、陈晓青、戴秋初

广东省外语
艺术职业学

院

JGXT201802
商务英语专业高本协同
育人研究与实践

贺显斌 外国语学院
王友良、王永建、熊有生、郭
珊珊、徐玲、闫 娟、禹婷婷、
谢育兵

广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3

高职与本科衔接三二分
段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
研究与实践——以数字
媒体技术专业为例

陈雪梅
教育科学与
技术学院

王禹、袁南辉、王竹君、赵建
保、许晓安、张琳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4

软件工程专业高职与本
科协同育人一体化衔接
研究与实践

梁鹏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肖政宏、刘晓勇、郝刚、吴瑞
龙、张健、陈智斌、李伟键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5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机制
的研究与实践——以建
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为
例

李丽 自动化学院
张先勇、肖蕾、王冠培、王娜
、王丽、操瑞兵、黄河、卢士
华

广东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6

校企协同构建高职本科
自动化专业的学习工厂
内涵建设

宋海鹰 自动化学院

王中生、李海生、顾佳蒨、曾
庆猛、康慧、许兆庆、伍银波
、彭李、王帮华、麦明秀、林
利彬、杨永泉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7

电子商务专业高职本科
协同育人试点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肖茵茵
计算机科学

学院
张锐、王旭阳、汤志康、冯文
辉、郭建华、辛玉红、胡若

广东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08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下会
计学专业本科段的衔接
路径实践研究

蔡文英 财经学院
向凯、刘国庆、蔡军、江炼、
蓝图、陈平、彭志成

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

院

JGXT201809

高本衔接“三二分段”
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贯通
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践

罗永顺 机电学院
姚屏、肖苏华、刘大维、周莉
、邓澄、王晓军、杨勇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0

新工科背景下高职本科
协同培养物联网创新创
业人才的新模式研究与
实践

陈荣军
计算机科学

学院

赵慧民、崔怀林、吕巨建、王
磊军、贾西平、廖秀秀、聂琼
、黄昊晶、李君艺、唐建清

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

JGXT201811

基于工匠精神的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2+2)实践
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蔡蕾 美术学院
吴妍、鹿新杰、段娜、王羊羊
、董雪丹、柯慧明、李媛、和
琪、樊蓉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JGXT201812
协同育人模式下的高本
贯通课程建设研究

张海燕 管理学院
杨亮、张颖、富立业、曾韬、
邹蔚菲、伍新蕾、杨红霞

河源职业技
术学院

JGXT201813

高职本科一体化金融学
专业教学标准研究与实
践

刘茂平 财经学院
陆明祥、谢林林、林欣、赵华
、吴英杰、付世俊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校级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类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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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级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通过

主 任 委 员 ：

副主任委员：何友义 

秘  书：何  静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昶  王培麟  叶  雯  刘佳环 

何  静  余明辉  宋梅梅  张来源 

张莲苓  李绍中  杨则文  陈晓静 

周  华  郑彩云  查吉德  曹  群 

阚雅玲 

  责任编辑：代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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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招生对象及学习年限 

（一）招生对象：全日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学习年限：基本学制三年，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在校时间原则上不能少于两年，总在校

时间（含休学）不得超过六年。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广东经济建设，适应机械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管理第一

线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及学历提升潜能，掌握从事机械零件加工、机械

装备制造、生产线组装与调试等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机床操作与维护、工艺编制、工

装设计、质量检测、产品组装与调试等的专业技能，有较强的机械设计制造软件的应用能力，具备

“一技之长+综合素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三、就业岗位与就业范围 

就业岗位 就业范围 主要业务工作 

高端机床操作 机械加工企业、模具制造企业 加工准备、机床调整、机床维护保养 

装配钳工 机床、工具、自动化设备等装备制造业 组件、部件、控制系统组装与调试 

工艺编制 机械加工企业 编制机械加工工艺 

工装设计与改造 
机械加工企业、机械制造企业、汽车焊装业、装

备制造企业 

夹具设计、检具辅具设计、工装设计与

改造 

设备装调与维修 
装备制造业、机电五金制造等各类使用机械设备

的工业企业 

设备组装、调试、检测；故障诊断与维

修 

产品检测与分析 
机械加工企业、机械制造企业、装备制造企业、

五金机电类企业 
工件、产品检测与质量分析 

车间管理 机械加工企业、机械制造企业、装备制造企业 设备管理、材料管理、生产过程管理 

技术服务 机械制造企业、装备制造企业 产品销售、调试与售后服务 

四、人才培养规格 

（一）综合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帮助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树立体现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道德观、法制观和职业观，培育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以合格的思想

政治为核心，构建支撑高职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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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

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作风；具有从事职业活动所必需的基本能力以及管理和创

新素质。 

3．人文素养与科学素质：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文理交融，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具备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正确的审美观点、较强的审美能力，个性鲜明、学有所长。 

4．身心素质：具有一定的体育运动和生理卫生知识，养成良好的锻炼身体、讲究卫生的习惯，

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健康标准；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乐观的态度、良

好的人际关系、健全的人格品质。 

（二）职业能力 

（1）高端机床操作能力； 

（2）质量检测与分析能力； 

（3）产品组装与调试能力； 

（4）一般机械产品制造工艺、工装的设计能力； 

（5）自动化设备与工装的设计与制造能力； 

（6）机械设备组装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 

（7）职业拓展能力：生产车间管理能力、技术服务能力。 

五、毕业标准 

学生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考核合格，达到毕业最低总学分和《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相关要求，获得本专业要求的证书，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 

（一）学分要求 

本专业按学年学分制安排课程，学生最低要求修满总学分 124.5 学分。 

必修课要求修满 94.5 学分，占总学分的 75.90％ 

其中：基本素质课要求修满 26 学分，占总学分的 20.88％ 

职业能力课要求修满 68.5 学分，占总学分的 55.02％ 

选修课要求修满 30 学分，占总学分的 24.10％ 

其中：基本素质课要求修满 20 学分，占总学分的 16.06％ 

职业能力课要求修满 10 学分，占总学分的 8.03％ 

（二）体能测试要求 

体能测试成绩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要求。测试成绩按毕业当年学年

总分的 50%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成绩未达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三）证书要求 

建议获得以下职业资格证书之一（自选）： 

（1）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装配钳工（中级）证书； 

（2）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数控铣或数控车操作工（中级）证书； 

（3）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绘图员（中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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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能力核心课程 

1．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能力目标：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工程计算能力，掌握机械系统的设计和应

用方法，具备机械设计初步能力和机械操作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机械

设计、机械设备技术改造、机械设备操作、机械维修等工作打下基础。 

课程主要内容：平面机构运动分析、平面连杆机构设计、凸轮机构、齿轮机构及传动、带传动、

链传动、轴和联轴器、轴承、连接、其他常用机构及通用零部、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及机械创新

设计。 

2．机电装备制造工艺与工装 

课程能力目标：以机械制造工艺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有机融合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知识、常

用机床夹具的基本知识、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制定、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的编制及常用的工艺装备

设计等内容。通过该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备实施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能力，具备常用机床夹具设

计的基本能力，掌握机械产品装配常用的方法及选择，能够设计中等复杂程度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

与相应工序夹具。 

课程主要内容：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分析，各类机床专用

夹具结构、应用及设计方法，装配工艺基础，机械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尺寸链建立及解算，先进

制造技术发展等。要求学生能依据给定机械零件，进行机械加工工艺过程设计，制定各加工工序卡，

并对需要夹具定位的工序进行相应的夹具设计，编写工艺与夹具设计说明书并通过答辩。 

3．机电产品组装与调试 

课程能力目标：立足于典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护一线工作的核心岗位，围绕机电设备的

安装、调试、维修等核心知识技能，培养学生具备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常用工具量具使用与操作、

设备维护与保养、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能力。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一般机床的组装能力、

调试能力、装配工艺制定能力以及装配过程组织协调能力。 

课程主要内容：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分类及工具、机电设备电气安装调试、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工

艺、卧式车床的安装与调试、卧式铣床的安装与调试、数控车床的安装与调试、精密机电设备的安

装与调试、加工中心的安装与调试。要求学生弄懂机床总装图纸，依据要求对各部件进行调试，设

计组装工艺过程，协调人员安排，选择装配工具，编制装配工艺过程卡，按要求进行组装与调试。 

4．自动化设备与生产线 

课程能力目标：通过该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备自动化设备与生产线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

的基本能力，掌握自动化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组成、工业控制模型的组装、数控机床控制技术、气压

传动控制系统，善于应用 PLC 完成各种控制任务。同时，通过该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问

题、团队协助、沟通表达等能力和综合素质。 

课程主要内容：自动化生产线的组成与功能，传感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应用，机械装配技术，

传感器的测试与应用，电气控制系统，气缸工作及气动回路，搬运分拣单元的装配，搬运安装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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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配与调试，分类单元的装配与调试，主控单元的装配与调试。要求学生掌握自动化生产线及设

备的操作能力、元器件识别和应用能力、设备的安装调试能力、故障检修和设备维护能力、自动线

的简单设计能力。 

5．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课程能力目标：通过该课程学习，培养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

掌握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的一般方法与流程，能独立从事大型机电设备、工业机器人的安装、编

程、调试、维修、运行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具有较好的实践经验，能进行生产管理，具有创

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课程主要内容：工业机器人系统、常用工具仪器仪表、工业机器人技术手册、安装手册、工业

机器人的编程软件、工业机器人的调试程序、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的工作规范、工业机器人程序

调试仿真编辑、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日志的撰写。要求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的一般流程

方法，能够独立完成工业机器人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维修等工作。 

6．毕业设计 

课程能力目标：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制造工艺设计、工装设计或机构设计或机床安装

调试能力。 

课程内容：依据学生发展意向，结合学院相关合作单位，对学生进行定向内容的毕业设计安排，

依据学生今后接触的工程实际进行毕业设计，可以在意向企业进行。 

7．顶岗实习 

课程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机械行业的情况，并能运用本专业知识到相应

岗位中去实习，并通过与岗位实习的结合，进一步提高在校学习的专业技能。 

课程主要内容：根据个人职业发展意愿，到机械行业相关岗位工作，逐步与社会接轨，增强纪

律性与责任感，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 

七、实践教学条件 

（一）校内实训室（中心、基地） 

1．金工实训室 

规模：同时可供 50 个学生进行金工实训教学 

功能：可对学生进行钳工、车工、铣工、磨工等技能的训练；机械零件加工 

主要设备装备：钳工台 20 个工位、车床 10 台、铣床 10 台、磨床 5 台等 

2. 数控操作实训中心

规模：同时可供 50 人学生进行实训教学（技能培训、资格考证） 

功能：对学生进行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线切割、电火花等技能的实训教学或技

能培训和资格考证 

主要设备装备：数控车床 15 台、数控铣床（加工中心）15 台、线切割机 5 台、电火花机 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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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量技术实训室 

规模：可同时供 40 学生进行常规测量技术与先进测量技术实训教学 

功能：训练学生机械零件精度测量能力，提高工艺设计中的质量意识 

主要设备：常规测量设备（卡尺、千分尺、万能角度尺、塞规、调试尺、方箱等）一批；三坐

标测量机 2台；表面粗糙度仪、光切显微镜、投影仪、偏摆仪等各类尺寸精度、位置精度、形状精

度检测仪器共 12 台；材料硬度检测仪器 6 台；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机 1台。 

4.液压与气压传动实训室

规模：可同时容纳 40 人进行液压与气压传动方面的实验与实训教学。 

功能：让学生对液压与气压元件进行拆装加深对元件结构与控制原理的理解；让学生自己动手

设计气压回路并进行验证；教师利用液压装置进行相关液压回路的功能演示；利用 PLC 进行气动回

路的设计与验证。 

主要设备：液压传动实验台 2 台、PLC 与气压传动实验台 10 台、液压与气压拆装用元件一批 

5、机械部件拆装与调试实训室 

规模：可同时容纳 40 人进行实训 

功能：让学生对常用机械部件或简单机械进行拆装，了解其结构与性能要求，掌握其装配工艺

及质量保障要点 

主要设备：简单机械如仪表车床、电动冲床、台钻各 6 台套，小型机械部件如十字工作台、回

转分度盘、小型水泵、减速器等各 6 台套。 

6.机械基础实训室

规模：可同时容纳 120 人进行机械基础相关实训教学与演示教学 

功能：让学生了解制图视角、常用机构、加工刀具、常用夹具等等。 

主要设备：机械制图陈列柜、金属工艺陈列柜、刀具与夹具陈列柜、机械原理陈列柜、机械设

计陈列柜各 10 台套。 

7.正在建设

机床电气控制实训室

机床总装调试与维修实训室

机械原理实验室

（二）校外实训基地

1．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规模：能同时接纳 20～30 名在校学生 2-3 个月顶岗实习任务，保证学生的住宿环境、工作环

境达到相应的国家标准。 

功能：能够满足一年级学生的认知顶岗实习、二年级学生的提高顶岗实习、三年级学生的就业

顶岗实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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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三二年专本衔接）人才培养方案 

1. 专业名称及代码

数控技术（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580103

2. 教育类型及学历层次

职业教育，大专

3. 入学条件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4. 学制

学分制，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五年。

5. 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5.1 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化生产制造业需要，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掌握机械制图、机加工工艺、数控编程、数控机

床操作维保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机电产品加工及模具制造领域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5.2 培养规格 

5.2.1 素质目标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

3）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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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1）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3）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

4）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

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 

5）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

1）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

运动技能； 

2）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

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3）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5.2.2 知识目标 

(1)公共基础知识

1）掌握基本的政治理论与法律法规知识；

2）掌握相应的英语听、说、读、写知识；

3）掌握相应的计算机及数理知识；

4）掌握相应的文化艺术及鉴赏知识；

5）掌握相应的生理、心理健康知识；

6）掌握相应的创意、创新、创业、就业知识。

(2)专业知识

1）掌握机械零件的识图和制图知识；

2）掌握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

3）掌握数控加工的编程与数控机床的操控知识；

4）掌握基本的机床电路布置、电机控制原理知识；

5）掌握现代数控机床维护及保养知识。

5.2.3 能力目标 

(1)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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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能力。 

(2)专业技术技能

1）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能借助工具书阅读和处理本专业的外文技术资料； 

2）具有较强的机械识图和制图能力，能根据客户要求，快速处理相关图纸

文件； 

3）具有较强的数控机床操控能力，能根据不同类型的机床和控制系统，利

用机床控制面板灵活操作机床； 

4）具有较强的数控编程能力，能熟练应用 CAD/CAM 主流软件进行产品的

加工编程； 

5）具有一定的机加工工艺分析能力，能对各种加工产品制定合理的加工工

艺； 

6）具有一定的机床维保能力，能对机床进行常规保养及快速处理机床运行

中出现的常见故障。 

6. 引用标准

[1]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9. 

[2]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教程．[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7. 职业面向、岗位任务及其要求

7.1 职业面向

机床制造企业、机电产品生产企业、模具生产制造企业等。 

7.2 岗位任务、能力及素质要求，相应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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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 
（工作 
岗位） 

分类号 
（职业 
编码） 

职业（工作岗位）描述 职业能力与素质要求 对应课程 

1 

数控铣床

操作工 
（核心岗

位） 

6-04-
0l-02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1）读

图与绘图；（2）制定加工工艺；

（3）零件定位与装夹；（4）刀

具准备；（5）手工编程；（6）
计算机辅助编程；（7）数控加

工仿真；（8）数控铣床操作；（9）
零件加工；（10）零件精度检验；

（11）数控铣床维护和故障诊

断。 

1.能绘制、识读机械图纸；

2.能设计加工工艺；3.能编

制数控加工程序并操作数

控铣床进行零件铣削加

工；4.能使用 CAM 软件自

动编程；5.具有沟通，协

调能力和团队精神。

机械制图、数控加工工

艺编制与机床操作、机

械制造工艺与夹具设

计 、 AutoCAD 、

UG-CAD、计算机辅助

制造、数控机床操作实

训、数控加工自动编程

实训、数控加工技能强

化实训、毕业设计、毕

业实习 

2 

数控加工

工艺设计

与编程 
(相关岗

位) 

X2-02- 
13-11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1)按工

序及加工要求选用合适的工、

夹具、加工设备与刀具，手工

编制、编辑二轴及二轴半数控

加工程序；(2)进行三维造型，

以及多轴、多机种数控加工的

程序编制；(3)对零件的数控加

工质量进行分析与控制。 

1.能按工序及加工要求选

用合适的工、夹具、加工

设备与刀具，手工编制、

编辑二轴及二轴半数控加

工程序；2.能进行三维造

型，以及多轴、多机种数

控加工的程序编制；3.能
对零件的数控加工质量进

行分析与控制；4.具有沟

通，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 

机械制图、机械工程材

料、机械制造技术、数

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

床操作、AutoCAD、

UG-CAD、计算机辅助

制造、机械制造工艺与

夹具设计、数控机床操

作实训、数控加工自动

编程实训 

3 

普通机械

加工操作

(相关岗

位) 

6-04-
0l-02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1)安装

夹具，调整铣床，装卡工件；

(2)维护保养和刃磨铣刀；(3)操
作铣床等，进行工件平面、沟

槽、台阶、角度、花键轴、直

齿齿轮、r1 轮、球面、曲面、

螺旋沟槽等铣削加工；(4)维护

保养设备及工艺装备，排除使

用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故障。

1.能绘制、识读机械图纸；

2.能设计铣削加工工艺；

3.能操作铣床；4.具有沟

通，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 

机械制图、机械工程材

料、机械制造技术、机

械制造工艺与夹具、机

加工实训 

8. 应取得的资格证书及等级

（1）计算机等级证书（必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MS 证书

近类计算机等级证书（选考）：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术资格认证考试

CCAT—办公自动化综合实践（高级操作员级）模块 

（2）专业所需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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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段 

本科学段 

必考 选考 

1.车/铣工（三级）
1. 铣工（四级） 1.铣工（二级）

2. 车工（四级） 2. 车工（二级）

9. 学生应修学分

校级平台 
课程 

学院公共 
选修课程 专业课程 综合实践 

课程 
创新学

分 合计 

39.5 4 57 30 1 131.5 

10. 教学进程

10.1 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表

课 
程 
性 
质 

修 
学 
类 
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4 5 6 

16 18 18 18 18 16 

校 
级 
平 
台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4 3 B 2*12 2*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72 4 B 2*13 2*15 ★ 

形势与政策 48 1 A 2*3 2*5 ★ ★ ★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2 2 A 2*8 2*8 

军事理论 16 1 A 2*8 

大学生就业指导 32 2 B 2*4 2*8 2*4 

大学语文 32 2 B 2*16 

大学英语 1 48 2.5 B 4*12 

大学英语 2 56 3 B 4*14 

大学英语 3 48 2.5 B 4*12 

大学英语 4 48 2.5 B 4*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52 3 B 4*13 

体育与健康 56 3 C 2*12 2*16 ★ ★ ★ 

创新创业教育 32 2 B 2*16 

大学美育 32 2 B 2*16 

应修小计 658 35.5 220 238 96 6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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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修 
学 
类 
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4 5 6 

16 18 18 18 18 16 

公共选修 （选课两门以上） 64 4 

应修小计 64 4 16 16 16 16 

单元小计 722 39.5 220 254 112 80 24 

学院公共

选修课程 

（选课两门以上） 64 4 具体课程见机电工程学院公共选修课程目录 

应修小计 64 4 16 16 16 16 

单元小计 64 4 16 16 16 16 

专 
业 
课 
程 

必 
修 

机械制图 A120015 72 4 B 6*12 

高等数学Ⅰ（上） A130455 52 3 A 4*13 

高等数学Ⅰ（下） A130398 96 6 A 6*16 

AutoCAD A120372 48 3 C 6*8
（前）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应用 A120269 32 2 B 4*8
（后） 

电工电子技术 A120267 48 3 B 6*8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64 4 B 8*8
（前） 

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设计 36 2 B 6*6
（后） 

UG-CAD A120071 54 3 B 4*13+
2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床操作
（一） A120318 64 4 B 8*8

（后） 

机械原理 A120443 36 2 A 6*6
（前） 

机械设计基础 N010127 48 3 B 6*8
（后） 

计算机辅助制造 A120375 72 4 B 8*9
（前） 

工程力学 A120382 96 6 A 8*12 

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 A130478 36 2 A 6*6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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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修 
学 
类 
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总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4 5 6 

16 18 18 18 18 16 

多轴加工技术 36 2 B 6*6
（后） 

电力拖动与 PLC 控制技术 36 2 B 4*9 

反求再设计与快速成型 36 2 B 6*6
（前） 

单元小计 962 57 124 176 266 156 240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必 
修 

入学教育与军训 56 2 C 2W 

机械制图测绘实训 A120493 28 1 C 1W(后) 

机械加工实训 56 2 C 
2W

（后）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床操作

（二） 
A120319 84 3 C 

3W
（前） 

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实训 A120447 112 4 C 
4W

（后） 

电工普训 A120494 28 1 C 1W 

数控加工技能强化实训 140 5 C 
5W

（后） 

毕业实习 A120178 168 6 C 6W 

毕业设计 A120179 112 4 C 4W 

单元小计 784 30 84 28 56 196 140 280 

创新学分 1 C 

合计 2532 131.5 428 474 450 448 420 280 

10.2 周数分配表 

学期 

周数分配 

小计 准备周 入学教育

与军训 
课 堂

教学 
整周实训 毕业实习（含毕

业设计） 
考试 机动 

1 2 2 13 1 1 1 20 
2 17 1 1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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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2 1 1 20 
4 11 7 1 1 20 
5 13 5 1 1 20 
6 10 10 

合计 2 2 69 17 10 5 5 110 

注：机动和考试周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的最后两周。 
10.3 各类课程学时结构 

课程类型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理论课程 412 16.3 

理实一体课程 1232 48.6 

实践课程 888 35.1 

合计 2532 100 

10.4 岗、证、课关系表 

核心岗位名称 核心职业技能证书名称 支撑课程名称 

数控机床操作工 车/铣工 

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2.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应用

3.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床操作

4.计算机辅助制造

5.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设计

6. 机械加工实训

7.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实训.

数控工艺与程序员 数控程序员 

1.机械制图

2.AutoCAD
3.UG-CAD
4.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床操作

5.机械加工实训

6.计算机辅助制造

7.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设计

8. 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实训

10.5 核心课程 

学段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学时 

高
职
学
段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

机床操作（一） 
典型数控车削零件与铣削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

编制、数控加工程序编制与数控机床操作仿真 
72 

UG-CAD 典型机械零件的测绘、设计与造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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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制造 典型机械零部件的自动化编程 72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

机床操作（二） 
数控车床与数控铣床操作 84 

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实

训 
复杂零部件的数控加工操作 112 

本
科
学
段 

工程力学 
研究物体的运动，研究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和运

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物体的变形，研究作用在

物体上的力和变形之间的关系 
108 

机械原理 机械的结构、受力、质量和运动 36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车、铣、钻、镗、磨等现代加工技术 64 

机械设计 
机构设计、机构运动分析、零件强度计算和结

构设计 
48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应用 
尺寸公差与配合、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及技

术测量 
32 

11. 主要职业技能训练及教学要求

课程 
名称 训练目标 实训内容 实训 

地点 考核要求 

机加 
工技 
能实 
训 

1．能够正确编制工件制造
工艺并制作工艺卡； 
2．能够进行实训产品的正
确装配和修理； 
3．能熟练操作普通车床与
普通铣床及磨床。 

1.编制工艺卡；
2.铣床技能训练；
3.车床技能训练；
4.磨床技能训练；
5.产品修配。

金工实 
训室 

按加工工件质量与配
合评测 70% +平时出
勤、规范操作程度及
职业意识的 30%评定
实训成绩。要求达到
中级普通机床操作工
水平。 

数控
加工
工艺
编制
与机
床操
作

（二） 

1．能够熟练操作数控机床
进行零件加工； 
2．能处理一些数控机床常
见故障； 
3．能够使用手工编制数控
车/铣程序并传输到机床。 

1.数控机床对刀操作；
2.主轴机能和进给速度指
令；
3.基本二维零件的编程与加
工；
4.加工工艺卡的编制

先进制
造车间 

按加工工件质量与配
合评测 70% +平时出
勤、规范操作程度及
职业意识的 30%评定
实训成绩。要求达到
中级数控机床操作工
水平 

数控
加工
自动
编程
实训 

1.能够熟练掌握各种车/铣/
加工中心机床的操作；
2. 能 够 熟 练 掌 握
CAD/CAM 软件进行设计
与编制程序；
3.能够正确编制零件加工
工艺并制作工艺卡；
4.能够进行常规的基础保
养维护。

1.数控机床快速对刀操作；
2.切削参数的优化设置；
3.刀具的选用；
4.加工工艺卡的编制；
5.典型零件的数车/数铣加工
程序优化

先进制
造车间 

按加工工件质量与配
合评测 70% +平时出
勤、规范操作程度及
职业意识的 30%评定
实训成绩。要求达到
高级数控机床操作工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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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训（实验）装备要求

实训室一：金工实训室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钳工技能； 
2．普通车床技能； 
3．普通铣床技能； 
4．磨床技能。 

钳工台,虎钳,钳工工

具 ,车床 ,铣床 ,磨床 ,
量具, 移动多媒体设

备等。

1．机械加工实训 

按加工工件质量评测 70% 
+ 平时出勤、规范操作程

度及职业意识的 30%评定

实训成绩。

实训室二： CAD/CAM 综合技能实训室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计算机辅助设计 
2．计算机辅助制造 计算机 ,CAD 软件 , 

多媒体设备等。

1．AUTOCAD 
2．UG-CAD 
3．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

机床操作（一）

4．计算机辅助制造 

按平时出勤、规范操作程

度及职业意识的 50%+总
结性考核 50%评定实训成

绩。

实训室三：先进制造车间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数控车削加工； 
2．数控铣削加工； 
3．模具装配与修整。 

数控铣床,数控车床,
数控加工中心等。

1．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

床操作（二）

2．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实

训

3．数控加工技能强化实

训

按加工工件质量与配合评

测 70% +平时出勤、规范

操作程度及职业意识的

30%评定实训成绩。要求

达到中级数控机床操作工

水平。

实训室四：公差测量技术实训室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工量具认识； 
2．零件尺寸、公差、精度

测量。

测量平台,工具量具,
移动多媒体设备等。 机械制图与公差

按测绘零件的准确性 70% 
+平时出勤、规范操作程

度及职业意识的 30%评定

实训成绩。

实训室五：机械测绘实训室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减速器结构认识与装拆； 
2．手工绘制减速器装配图

与零件图。

测绘台,教学模型,挂
图,量具,移动多媒体

设备等。

1．机械制图与公差 
2．机械设计基础 

按测绘图纸的质量 70% +
平时出勤、规范操作程度

及职业意识的 30%评定实

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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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六：快速成型实训室 

开设的实训项目 实训室设备 对应课程 实训考核 

1.三维反求设备的调试和

操作；

2.激光快速成型机技能操

作；

3.快速产品件的后处理工

艺；

4.真空注塑机的技能实训。 

快速成型机，三坐标

测量仪，后处理台，

量具 ,移动多媒体设

备等。 

1.反求再设计及快速成型

按加工工件质量与配合评

测 70% +平时出勤、规范

操作程度及职业意识的

30%评定实训成绩。要求

可以熟练操作快速成型机

进行工件制作，会作后处

理。 

13. 师资要求

（1）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

（2）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实训指导教师要具备机床操作工或数控

机床装调维修高级工以上的资格或工程师资格； 

（3）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具有开发职业课程的能力及良好

职业道德； 

（4）专任专业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具有一定企业工作经历

的比例不低于 80%； 

（5）高级职称教师或专业主任每学期至少做一次面向本专业学生的最新专

业动态报告。 

14. 专业教学建议

（1）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基地，通过具体的产品开发,使学生在真实的实操环

境中掌握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2）采取以核心实例贯穿式为主要教学模式，结合用案例分析、自学提示

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3）专业实训课程都应开发具体的项目任务单卡和项目指导书；

（4）选用高职规划教材，并逐步开发相关课程资源；

（5）提供数控加工仿真软件，方便课后加工练习；

（6）建立专业资讯库，提供专业教师最新开发或研究成果设计、国内外优

秀设计图例、相关产品开发领域资讯等材料，方便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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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3+2 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0202（校内：202014）学制：四年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掌握机械

装备及其机电系统设计、机械制造工艺设计、质量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与能力，具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团队协作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面向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中等职业学校，从事中

职教育教学工作的高素质职教师资人才。 

二、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设备的自动化，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等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技能，接受现代机械工程师的技能训练，具有机械产品设计、制造、

设备控制及中职院校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机械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力学、

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电子技术、工程材料、机械制造技术、数控技术、机电传动与控

制技术等）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如：机械产品设计及制造、机电系统设计，机械工艺设

计与加工，机械系统控制、分析、开发和设计等工程问题）。 

（2） 分析和设计能力：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

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具备制图、计算、实验、测量、文献检索、信息处理等

基本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机械部

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3）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与仿真软件、数控机床、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等资源，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

进行预测与模拟，并能够了解其局限性和不足。 

（4）协同合作的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

的角色，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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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能力：理解并能熟练运用机械学科的教学方法。

三、 培养特色 

1、初步建立了基于能力本位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面向广东及珠三角地区的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培养具有较强创

新创业意识、掌握扎实的机械设计、机械产品制造、自动化装备的整体设计等领域专业理论

知识与技能的高素质职教师资。

2、初步建立了岗位驱动的课程体系 

以机械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和机械类专业讲师为岗位，提炼岗位工作任务，改革对应课

程培养体系。专业课程定位于培养学生工作岗位的具体能力。

3、强化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突出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  

依托省级机械工程实验示范中心和数控技术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及其他一批教学科研试验设

备，开设了与各主要课程相配套的实验，注重创新性人才培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职业范围 

序号 就业面向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执业）资格 

1 机械制造行业 机械设计工程师 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中、高

级），模具设计师

2 机械制造行业 工艺工程师 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技师

3 机械制造行业 机械制造技师 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技师

4 机械制造行业 项目管理工程师 项目管理员（第二级）

5 机械制造行业 生产管理工程师 生产运作管理师

6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专业教师 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教育学。

六、核心课程 

工程材料、现代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传动控制、数控技术、教育

学、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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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主要包括：机械零部件测绘实践、机电液气综合实训、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设计、数控技

术（加工项目实训）、社会实践、课外科技实践、公益劳动、教育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等。 

八、修学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学年限：二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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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与学时学分分配 

课程类别 

学时 学分 

理论 实践 小计 
比例

（%） 
理论 实践 小计 

比例

（%） 

通识教育平台 
必  修 0 0 0 0 0 0 0 0 

选  修 128 0 128 12 8.0 0.0 8.0 12 

小计 128 0 128 12 8.0 0 8.0 12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必  修 60 28 88 8 3.8 1.8 5.5 8 

选  修 96 0 96 9 6.0 0.0 6.0 9 

小计 156 28 184 17 9.8 1.8 11.5 17 

专业教育平台 
必  修 374 50 424 38 23.4 3.1 26.5 38 

选  修 176 16 192 17 11.0 1.0 12.0 17 

小计 550 66 616 56 34.4 4.1 38.5 56 

创新创业平台 
必  修 80 0 80 7 5.0 0.0 5.0 7 

选  修 80 16 96 9 5.0 1.0 6.0 9 

小计 160 16 176 16 10.0 1.0 11.0 16 

实践教学平台 

集中实

践 

（学分

/周

数） 

22/29 

课  外 

（学分

/周

数） 

3/3 

小计 25/31 

最低毕业学时 1104 最低毕业学分 79 

注：学时比例（%）为必修（选修）学时占最低毕业学时比例 

学分比例（%）为必修（选修）学分占最低毕业学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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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表 1  通识教育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类型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

时 

备

注 
理

论

学

时 

实

训

实

践 

上

机

时

数 

一 二 三 四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选

修

课 

17000201 自然科学类 2 32 查 

17000202 人文社科类 2 32 查 

17000203 经济管理类 2 32 查 

17000204 艺术类课程 2 32 查 

小  计（选足 4 学分） 8 128 

学期学分小计 2 2 2 2 

最低学分要求：4,     其中选修 4 学分 

表 2  学科基础教育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类型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

时 

备

注 
理

论

学

时 

实

训

实

践 

其

它 
一 二 三 四 

学

科

基

础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课 

09401301 专业概论 1 16 16 查 2 

09401302 工程制图及 CAD 2 32 24 8 试 3 

09401305 工程材料 3 40 36 4 试 3 

小  计 6 88 52 28 8 8 

选

修

课 

09401322 C 语言 3 48 24 24 查 4 

09401324 专业英语 2 32 32 查 4 

09401325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

检索 
1 16 16 查 2 

小计（选足 3 学分） 6 96 72 24 4 6 

学期学分小计 6 3 3 

最低学分要求：9,     其中必修 6 学分，选修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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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业教育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类型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

时 

备

注 
理

论

学

时 

实 训

实践 

其

它 
一 二 三 四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模

块
（
必
修
课
）

9401401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48 40 8 试 3 

9401402 机电传动控制 3 48 40 8 试 3 

9401403 
现代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4 64 60 4 试 5 

9401404 数控技术 3 48 44 4 试 4 

小  计 13 208 192 24 6 9 

教
师
教
育
模
块
（
必
修
课
） 

14000101 教育学(含班主任工作) 3 48 48 试 3 

14000102 心理学 3 48 48 试 3 

08000101 教育技术学 2 32 32 查 3 

08000102 教师口语技能 1 16 16 查 2 

14000104 教师教学技能实训 1 1 周 查 
1
周 

14000105 三笔字训练 1 16 6 10 查 2 

14000107 教育政策法规 1 16 16 查 2 

09401408 学科（专业）教学法 2 32 16 16 查 3 

小  计 14 208 182 26 6 9 4 

专
业
课
程
模
块

（
选
修
课
） 

9401411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3 48 44 4 查 4 

9401416 模具设计 3 48 44 4 查 5 

9401418 机械产品设计与实践 3 48 24 24 查 5 

9401413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3 48 40 8 查 4 

小计（选足 9 学分） 12 192 152 16 24 4 5 9 

技
能
考
证
模
块 

（
选
修
课
） 

09401431 数控技能考证 2 √ 

09401434 SolidWorks 考证 2 √ 

09401435 Pro/e 考证 2 √ 

09401435 
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

师考证 
2 √ 

小  计 8 

学期学分小计 17 19 10 2 

最低学分要求：36 其中必修 27 学分，选修 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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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创新创业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类型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备

注 

理

论

学

时 

实

训

实

践 

其

它 
一 二 三 四 

公

共

必

修

课 

26000101 创新与创业基础 2 32 32 试 2 

18000104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5 24 24 查 2 

18000101 就业指导 0.5 8 8 查 
讲座形式，分散进

行 

小  计 4 64 64 2 2 

公
共 

选
修
课 

17000205 创新创业类 2 32 32 

17000206 人文科技讲座 1 16 16 
讲座形式，分散进

行 

小  计（选足 1 学分） 3 48 48 

专
业 

选
修
课 

09401441 机械创新设计 2 32 16 16 查 4 

09401442 创新创业实践 2 

小  计（选足 2 学分） 2 32 16 16 4 

学期学分小计 2 
1.

5 
2 5.5 

最低学分要求：7 其中必修 4 学分，选修 3 学分 

表 5  实践教学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类型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备

注 

理

论

学

时 

实

训

实

践 

其

它 
一 二 三 四 

集
中
实
践
模
块
（
必
修
课
） 

09401711 
教育实习（含中职

课程设计与开发） 
8 查 

8

周 

09401702 毕业设计 8 查 
12

周 

09401704 
机械零部件测绘实

践 
1 查 

1
周 

09401712 机电液综合实训 1 查 
1

周 

09401709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

设计 
2 查 

2

周 

09401710 
数控技术（加工项

目实训） 
2 查 

4

周 

小  计 22 

课
外
实
践 

（
选
修
课
） 

09401721 社会实践 1 

09401722 课外科技实践 1 

04401701 公益劳动 1 查 

小计（选足 1 学分） 3 

学期学分小计 4 10 8 11 

最低学分要求：23  其中必修 22 学分，选修 1 学分 

专业负责人：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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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分段高职段毕业生和本科段在校生调查问卷 

1. 高职阶段专业是（ ） 

A. 数控技术 B. 模具技术 C.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D.机电一体化技术

2. 来自的学校（ ） 

A.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B.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C.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E.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 是否参加毕业实习，实习时长（ ） 

A. 否 B. 是，一个月 C. 两个月 D.三个月及以上

4. 是否是顶岗实习（ ） 

A. 是 B. 否

4. 技能操作是哪种工种，是否拿到等级证书（    ）。（多选） 

A. 数控车工  B. 数控铣工 C. 钳工 D.是 E.否

5. 在高职阶段没有学过哪些课程（                   ）

希望能学习其中的哪几门课，因为对后续的课程很有帮助？（ ） 

1. 数学类课程 2. 专业基础课程 3. 专业课程 4. 实践类课程

1.1 高等数学Ⅰ 2.1 电工电子技术Ⅰ 3.1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4.1 数控车床考证 

1.2 普通物理Ⅲ 2.2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3.2 机械设计 4.2 数控铣床考证 

1.3大学英语 2.3 工程材料 3.3 专业概论 

1.4线性代数 2.4 机械原理 3.4 机床电气控制 

2.5 工程制图及 CAD 3.5 机械制造基础 

6. 还希望能开设哪些课程？

＿＿＿＿＿＿＿＿＿＿＿＿＿＿＿＿＿＿＿＿＿＿＿＿＿＿＿＿＿＿＿＿

7. 在高职阶段做过哪些零件设计？＿＿＿＿＿＿＿＿＿＿＿＿＿＿＿＿＿＿＿＿

8. 是否会使用图书馆的数据库查找资料？

A. 是 B. 否

9. 你认为高职和本科的就业，有没有差别，差别主要有（    ）（多选） 

A. 高职是操作型、维修型，而本科是设计技术型，使用的技术不同

B. 工作环境不同，高职环境更多的在车间，本科更多的在办公室

C. 未来发展不同，高职会受自动化的发展有些操作技术小时，本科会受到新技术的挑战

D. 学习的机会不同，受限于行业和岗位。

10. 毕业班同学回答，在教育实习中，是否发现自己喜爱教育工作？

A. 是 B. 否 C. 一般 D. 不知道

11. 毕业后想从事的职业为（ ）。 

A. 教师 B. 技术员 C. 模具加工 D.销售员

12. 经过本科学习后，你赞成这种 3+2 的学习模式吗？理由是什么＿＿＿＿＿＿＿＿＿＿＿＿＿＿＿＿

A. 赞成 B.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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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高〔2015〕4 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改革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

革项目申报和遴选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5〕49 号），经

高校申报、省教育厅组织初审、专家评议和答辩评审，并经网上

公示，确定华南师范大学“卓越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协同培养模式

研究”等 17 个项目为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具体名

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工

作，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和项目方案，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在招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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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拔、高校与地方政府和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

殊教育学校）“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在经费投入、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

有力保障，确保改革项目顺利实施。

二、项目承担学校要按照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目标要

求，结合本校实际制订项目实施方案。要以项目申报书为基础，

由项目负责人牵头，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完善总体目标、实施举

措、保障条件等，将项目实施细化阶段，明确每个阶段的工作目

标、主要任务和预期成果。经组织论证后，各校于 9 月 21 日前

将完善后的项目申报书、项目实施方案（含电子版）报省教育厅

高教处备案。

三、各高校应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契机，扎实推进卓

越教师培养。认真做好本校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规划，完善具体工

作方案，积极推动高校与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殊

教育学校）师资互聘，逐步扩大师资互聘的专业和人数。

四、设立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省教育厅委

托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师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专家委员会，负责改革项目的论证、指导、咨询、服务，对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本次项目实施方案论证由专家委员会组织，具体事宜由各项

目承担学校商专家委员会确定。

五、项目管理。项目经费由学校统筹“创新强校工程”经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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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源解决；项目实施周期为 10 年，每年 6 月 30 日前，项目

承担学校向教育厅提交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含师资互聘实施情

况），项目期满将采用项目承担学校报送项目总结报告、实地验

收、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验收项目的目标任务实现情况和取

得的标志性成果。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的学校给予表彰，对项目进展不力，师资互聘计

划没有完成的高校，将取消项目立项。

工作联系人：

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  彭上观、林天伦，

电话：020-85211335、85212100  

省教育厅高教处 廖雪红  电话：020-37627703，电子邮箱：

xuehongliao@163.com。 

附件：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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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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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学校 项目名称

1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2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心理教师“研究者+实践者”协同
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3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广州大学 卓越中学数学教师本硕一体化培养模式探索

4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
地方高师院校“读写说——教研创”六力型
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5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韶关学院
粤北山区卓越中学化学教师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

6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惠州学院
构建“五维”教学体系，培养卓越中学生物
教师

7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惠州学院
“校地联盟”模式下卓越中学数学教师培养
的研究与实践

8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肇庆学院
面向基层的卓越中学（政治科）教师培养模
式改革与创新

9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广州大学
“双专业+特长”卓越小学语文教师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

10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嘉应学院 三位一体，培养卓越小学全科教师

11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
地方高师院校教、研、创“三力型”小学卓
越教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12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双核心两课堂、三实习多发展,打造厚德强
能的小学老师

13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
目

华南师范大学 卓越幼儿园教师协同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14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
目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多元一体”的智慧型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
研究

15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
目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政校园企“三位一体”共建幼儿教师教学能
力实践训练体系研究

16
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
改革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凸显区域特色的机械类卓越中职教师“校企
校”协同创新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17
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
改革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校-企-校”协同育人的卓越中职会计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附件     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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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2009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No．4，2009

职业教育中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罗永顺 杨 勇 李玉忠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综合分析了实践教学体系的系统属性，实践教学内容是技术，实践教学形式的选择要符合人类认知过

程，实践教学的考核要体现在对实践过程的考核。 以数控技术专业为例，设计了该专业方向的实践教学体系的结构。
关键词：职业教育；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技术；实践教学体系；结构框架

中图分类号：G 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402X（2009）04 - 0055 - 04

收稿日期：2009-10-18
作者简介：罗永顺（1973-），女，广东始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机电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控技术、高校实践教学管理。

0 前 言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领域在

我国快速发展，所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泛，比如机

械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煤矿、电力等

等，由于已经渗透到这些行业中的每个环节，造成这

些行业对机电专业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大， 尤其对有

一定操作技能的人才。 培养具有高技能、高专业素质

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人才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重

要的人才培养方向之一。
职业教育中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下涵盖了数控技

术专业、 模具设计制造专业、CAD/CAM 专业及汽车

维修美容等专业。 它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能在生产一线从事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产品的设计制造、控制开发、应用研

究和生产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实践

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来说，实践教学显得尤其重要。

1 实践教学体系的组成结构

实践教学体系归根结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

的结构、运行规律都具有系统的基本特征。 在设计实

践教学体系框架时，可以借助系统的概念。 作为一个

系统， 实践教学体系由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内

容、实践教学形式和实践教学考核组成。 它们的关系

是： 实践教学目标指导实践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形

式的的制定， 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了实践教学的教

学效果， 同时还可以对实践内容和实践教学形式进

行修订。

2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

教学目标的制定

实践教学目标是指学生通过实践教学活动后，
在技能上应达到的水平或标准， 是体系中的核心部

分。 确定实践教学目标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结合职业中对 技术的 要求将 目标 分解成 各种类 别

的，各阶段的个别目标。
在制定实践教学目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符

合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与层次。 （2）应结合实践教学

的特点，按层次，按阶段确定。 （3）强调职业导向，但

整体过程符合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的循序渐进的认

识规律。
以机械电子 工 程 专 业 中 的 数 控 技 术 方 向 为 例

说明。 数控技术专业是目前国内非常热门的专业，
也非常适应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方向。 数控技术专

业的实践教学目标是： 培养学生从事数控加工、机

械产品设计与制造、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高等工程

技术应用型人才。 要求学生能在生产现场从事产品

制 造、开 发 工 作 ，或 在 技 术 部 门 从 事 工 艺 、管 理 工

作。 主要培养学生数控编程及数控车床、数控铣床、
数控加工中心及其它数控设 备的 操作、维 护、维修

方面技能。 并能获得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

车钳工等级证书和数控技能等级证书。 该教学目标

体现了数控编程和加工，机械 产品 的设计，生产技

术管理这三个职业方向。 专业的实践教学也是围绕

这三个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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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

教学内容设计

在设计实践教学内容时， 首先要明确在职业教

育中实验和实践是不同的，职业教育以实践为主。 实

验可以表达为一个过程， 而不要仅依据其前提与结

果来表达。 在教学中实验尤其要表达为一个过程，在

该过程中学生学习的是如何使用方法、材料、器械来

实践，甚至对实验仪器设备的调试。 另外根据哈金教

授的理论，实验由 15 个要素组成，分别是问题、背景

知识、系统理论、时事假说、仪器模型化、对象、修正

的资源、探测器、工具、数据制造器、数据、数据评估、
数据归纳、数据分析和解释。 在职教中，大部分实验

只具有 8 个要素（要素 1，2，3，4，5，6，7，9），占 15 个

要素中的 47%。 因此在职业教育中实践教学是指实

践，只包含极少数的实验。 在职业教育中，实验不是

重点，实践才是重点。
其次要明确技术是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内容。

技术可以广义地理解为： 围绕 “如何有效地实现目

的”的现实课题，主体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

活动序列或方式。 “序列”指目的性活动的诸动作、工

具、环节等要素，按空间顺序组织在一起的行列或样

式，以及按时间次序协调动作，依次展开的程序。 技

术包括基础技术、专业技术和工程技术。 基础技术是

科学向技术转化的基础环节。 如纳米材料的制成，半

导体的应用特性，及仿生学在感知方面的应用等。 专

业技术是以成熟的基础技术解决专业问题。 如晶体

管放大器制成后， 芯片技术成为微电子技术领域的

专业技术。以及应用纳米流体原理的抛光技术。工程

技术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以众多基础技术与

专业技术为内在支撑。 如应用纳米流体和抛光带制

造抛光生产线， 使用各种芯片制造控制器及使用传

感器及控制器制造数控设备等。 该层处于技术世界

中最顶层，也是一般人们可以看到的技术形态。 职业

教育以工程技术层为主要的学习对象， 专业技术的

学习为辅，作为基础专业理论和提高专业素质学习。
最后要明确的是以技术的组成要素作为设计实

践教学体系的依据。 技术由最初的技能演化为三个

要素：操作维、知识维和实物维，具体的演化过程如

图 1 所示。
系统中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为认识结构。 理论和

实践是表象的，认识结构是隐式的。 人们通过各种形

式的学习与实践活动， 使头脑中建立起认识结构并

逐步完善。 个体认识结构越完善，说明其理论知识及

实践的综合能力水平越高。 在职业教育中，理论和实

践都是围绕学习技术开展的， 可以进一步理解成知

识维和操作维，它们之间的联系为认识维。 结合职业

教育内容，根据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特点和要求，
我们建立职教实践教学体系内容如图 2 所示。 职业

教育的教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知识维、认识维

和操作维。 在设计教学体系时，注意层与层之间的关

系和递进的层次性。

（1）知识维

知识维主要是指专业技术和工程技术中操作性

定义理论，具体的体现形式是经验知识、技术规范和

少量的技术理论。 技术科学知识和工程科学知识的

学习是为了后续的经验学习和技术规范技术理论的

学习提供知识基础， 让学生能够知其然还知其所以

然。因此在该类知识的选择上一定要具有针对性。如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必须要有数字控制、检测

及控制、金属切削原理的知识。 护士专业的学生必须

要知道胚胎学、护理学等知识。
（2）操作维

操作维是指用一段时间来操作， 通过不断地训

练掌握操作的经验技巧和工艺流程， 甚至设计完整

工程。 操作维共有三层，经验技巧训练层、工艺流程

训练层和工程设计层。 操作维先进行经验技巧的训

练，包括使用工具、量具和普通机加工的操作，对能

图 2 职业教育教学体系结构示意图

罗永顺 杨 勇 李玉忠：职业教育中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图 1 技术构成要素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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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绘制机械图，熟悉一个专业领域。 之后再对某

项工作（以专业方向为代表）的工艺流程进行专门训

练。 即是单独工艺环节的集成，具体的就是零件的完

整加工过程的工艺设计和质量控制。 要在理解加工

的技术规范后，合理的选择和应用机器设备。 在操作

维中，工程设计是最高的层次，主要是产品的整体工

艺设计，包括设备的使用，公差的计算和设计，物流

和质量的控制。一般不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掌握。但

是可以以工艺流程的改进或创新引导学生思考已有

工程的设计思路，从而加深对工艺流程的理解。
（3）认识维

是知识维和操作维的联系， 是指在头脑中已将

知识和操作结合起来，能主动地使用知识，且具有熟

练的操作能力，是综合专业素质的体现。 认识维可分

为三层：初级专业素质层、中级专业素质层和高级专

业素质层。 初级专业素质层是指可以熟练地应用经

验技巧。 中级专业素质层体现了技术流程设计和技

术规范的结合， 能够完成符合技术规范的加工或产

品流程设计。 高级专业素质层是指可以应用现代设

计理论进行工程设计， 突出了应用现代设计理论的

要求。 职业教育注重前两种素质的培养，后一种不做

要求。
以数控专业的教学体系为例说明实践教学内容

的设计，如图 3 所示。

4 实践教学形式的特征

职教的教学形式的设计要保证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符合学生心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 二是要

有职业的特征，即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工作对象，工

作手段。 职业导向不同，教学方法也必不相同。 人类

的认知能力具有 3 个特征：第一，具有意向性。 第二，
能够通过不同程度的成功而习惯。 第三，是丰饶的产

出资源结合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所面对职业的特征，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讨制定实践教学形式的原则。

（1）教学形式具有意向性的。 因此在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中， 必须有一个针对

的教学对象。 教学活动围绕该对象展开，该对象具有

职教技术特色。 可以是知识、操作或实物，具体的一

个技术专项或一个工作流程。
（2）教学习得必须具有层次性和成功性。 层次性

是指学生对学习对象的理解程度是渐进的。 因此在

职教中，要在各个层次中使用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成

功性是指成功使用技术。 因为职教的教学内容重点

放在操作上，如何使用成功的技术，及如何成功地使

用技术是选择教学形式原则。
（3）职教中创新思维的激发。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

某种能力， 他或她就处于在实践上以无限的新方式

证明它或实践它的地位。 拥有能力是激发创新思维

的首要条件，只有当现实世界中有了某个需求时，创

新思维自然而然被激发。 另外还有一种创新，学生毕

业后面临的工作环境与学校中提供的实物条件是不

完全相同的， 此时的工作要在已学习的知识上进行

创新。 因此在教育中只有重视技术素质的培养，才有

可能激发创新思维。 可以通过有目的性地提出一些

问题、难题，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借此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
合适的、 良好的实践教学形式对教学有良好的

促进效果。 只有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良好的、有机的

结合才能实现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课程

演示、现场教学、课程实验、综合实验、课程设计、课

程实习、专项技能实践、科技或科研活动、现场调研、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教学的形式是灵活的，以促

进教学效果，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为主。

5 实践考核制度

实践考核既是检验实践教学效果的手段， 同时

又指挥着实践教学活动。 与理论教学考核不同的地

方是，实践教学考核的内容不仅是实践内容，还包括

在实践中遵守相关的操作规范， 与其他同学的合作

等。 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实践水平，需要使用多种考

核形式。
实践考核主要有实践过程、 实践结果和实践报

告三个方面。 实践过程的考核主要包括学生实践方

案设计、实际动手能力、实践中与同学的配合等，同

时要考核学生对实践设备及实验环境的维护， 即操

作素质； 实践结果考核包括操作后得到的产品，工

件；装配后的装配质量；维修设备的完好情况等，根

据操作完成后工件的精度，加工的时间长短，装配后

图 3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内容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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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间隙， 是否能准确判断故障设备的故障点等

实际的、有意义的参数来给学生打分。 分数应该以能

体现学生对操作的整体把握上和熟练程度上。 实践

报告的撰写要求条理清楚， 对实践过程有一定的收

获，能够从理论上分析操作过程出现的问题。 实践课

程应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不合格的同学必须重修。

6 结 语

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能

科学合理地设计实践教学体系， 规划体系中每个层

次， 及其对应的教学环节， 进而有效地使用教学情

境，提高实践技能水平，是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改革的

关键。 通过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框架，能清晰地勾画出

技能培养中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 对职

业教育中技术素质的培养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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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al Engineer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Luo Yongshun Yang Yong Li Yuzho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atic attributa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has been analyze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is a technique. The selec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form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human cognitive
process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ssessment comes from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al process. Taken the major
of numerical control technique as an example, the struetural framework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has been
designed.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echniqu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structural 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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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技术师范工程本科实践教学管理是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高等技术师范学

院的培养目标出发提出了实践教学管理任务要结合学科建设完善教学设备条件， 制订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计划，
突出高教性、师范性、职业性、技术性；加强教学设备管理、制订符合职教岗位需求的考核标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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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技 术师范 本科教 育是以 培养 职 教 师 资 为

主要任务的教育类型 ,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
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

高教性、职业技术性、和师范性。 高等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能够 从事 传授职 业劳动 和

发展生产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高等、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教师。 高等技术师范教育具有“三性”。
一是高教性，属于高等本科教育；二是师范性，主要

教育目标是培养师资；三是职业技术性，培养的 学

生既要掌握基础理论，又要具有实践动手能力。 该

教育与高师和普通理工科大 学生的 培养既 有共性

又有其特殊性。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坚持教学过程的实践性。 要实现实践教学

目标，就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和保障条件。 为此高等

技术师范本科实践教学建设方 案应以 社会需 求为

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知识、能力、
素质为一体的教学手段来规划。 在实践教学管理全

过程必须围绕学科建设，突出“高教性、师范性、职

业性”、制订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实训教学计划，加

强“三室”（实验室、实训操作室、多媒体教室）建设，
完善管理制度，构建适应高师特征的实践教学管理

新体系。

1 坚持高等技术师范本科特色，
制定实践性教学计划

实践性教学计划是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核心，如

何坚持高等技术师范本科特色、制定科学、可行的实

践性教学计划，抓好实践教学的首要环节。 为了在实

践性教学计划中突出高等技术师范本科特色， 应采

取两个步骤使其完善。
1.1 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培养目标

根据高、 中职师资对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和

中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向及发展前景 （包括人才的知

识、能力结构和素质要求）；通过对毕业生跟踪调查、
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情况的意见 （包括工作

岗位、适应性、能力等）；了解中职学校对人才规格的

要求。 通过调查更明确了在高等技术师范本科培养

目标上的把握， 即培养高等职业技术师范类应用型

本科人才，实行的是综合教育，理论教学以“必需、够

用”为度，它与其它普通高等教育比较，具有如下特

征：（1）以培养职教师资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本科

人才为根本任务；（2）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

能力的培养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

构和培养方案；（3）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设计课程和

教学内容；（4） 专业课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5）“双

师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高等技术师范本科教

学质量的关键；（6） 高校必需与职教用人部门结合，
产学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2 建立专业委员会，科学制定专业教学计划

专业委员会成员一般由企事业专家或专家型的

领导人员和学校副教授以上教师共 5—11 人组成，
各专业负责人担任秘书， 专业委员会对各专业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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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师范本科教学计划逐一进行评审， 听取他们的

意见加以修改和完善。 通过专家、企业家的评审、修

改后的专业教学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1） 培养方向更适应职教教学第一线需要的高

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掌握了一定的教育教学

方法，具有基础理论够用、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

较宽、素质较高等特点。
（2）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

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 各类实践教学

环节总量达到总学时 30%以上。
（3） 国家或行业规定的职业资格和技术等级标

准纳为实现高等技术师范本科培养目标和保证规格

特色， 高等技术师范本科生除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

学习之外，其它科类必须达到下列标准才能毕业：①
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合格证书。 ②外语必须达

到四级水平。 ③职业基本技能必须获得省级劳动厅

或相应行业机构颁发的技师及其以上等级证书。

2 完善设备条件、强化管理、提高

教学设备使用效益

仪器设备是高等技术师范本科学院进行教学、
科研及技术开发的重要物质条件。 教学仪器设备不

足，将使高等技术师范本科实践教学计划流于形式，
学生难以学到实用技能。 一般在仪器设备管理中存

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资金投入不足，添置新设备少；
另一方面存在小而全、重复购置相同的仪器设备，因

而仪器设备老化、分散、档次偏低、利用率较低要改

变这种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2.1 增加投入，改善教学仪器设备运行情况

认真分 析相近 课程实 验实 训 项 目 的 共 性 和 个

性，以学科为基础，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方

法，搞好同类学科相关专业教学实验室、实训操作室

合并，调整与重组工作、重新组织实践性教学内容，
构建具有较强综合 性和系 统性的 学科 实践教 学体

系，并使实验室、实训操作室从封闭、单一向开放、复

合转变，建立有利于资源共享，具有复合功能，能提

高规模和效益，有利于学术思想交流，便于使用和管

理的实验、实训操作室。
2.2 教学设备的有偿使用

所谓有偿使用， 就是参照国家有关部门固定资

产折旧的规定，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对使用设备和

厂房的科研课题组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学校的实验

室和实训操作室也可向社会开放， 允许校际之间资

源有偿共享。 交纳的费用学院可用作设备、房屋维修

费或添置新设备，以缓解学院经费不足的矛盾。
2.3 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践教学任务，提高教学

设备的利用率

首先， 各系根据教学计划的开课时间、 专业特

点，将上、下学期开设实验、实训可使用的简单仪器、
场地、人员统筹考虑，合理安排，避免出现忙、闲不均

现象。第二，尽量结合学院现有教学设备情况，安排毕

业设计、课程设计、实习等实践教学内容，合理排课、
用好用足现有条件，提高教学设备的综合利用率。

2.4 重视设备仪器的维修保养，提高自制能力

在教学设备费用紧缺、旧仪器设备拥有量大、出

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多的情况下， 加强仪器设备的维

修保养，保障其完好率则显得非常迫切。 这就要求实

验、实训教师坚持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自己

动手修理仪器设备，排除故障，确保教学科研的顺利

完成，特别是大型设备、维修保养是否及时，方法是

否得当直接影响设备技术精度与使用效益。 另外，适

当引入竞争机制，由经济利益促使其改善服务态度，
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保证仪器设备经常处于一种完好状况， 从而提高

现有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

3 建立实践课程的考核办法

为使实践性教学计划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做

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除单独制

订总体的专业技能训练外， 在涉及实践环节较多的

课程、教学大纲中单独列出课程实践技能训练计划，
明确有关实践环节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这样，不仅确

定了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专业技能标准， 而且还有

阶段性的实践教学安排， 其内容包括各个阶段的实

践教学目标、训练内容和考核标准等，保证了教学效

果。
对于每一门实践课程，尤其是核心实践课程必

须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标准和考核指标体系，以确

保实践课程的实施。 它们的建立必须与企业和行业

的标准相统一。 因此，必须有企业直接参与制定或

者采用社会承认的行业证书进行考核。 所以可以建

立完整的能力证书体系。 每一个实训项目对应一种

或一类能力，若干个实训模块对应着一个层次综合

职业能力或一个专业领域的职业核心能力，证书体

系的建立则与这些能力相对应，最终通过证书的获

得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 在建立能力证书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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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应注意尽量与社会的技能证书体系相结合。
例如机电一体化专 业的证 书体系 如下： 车工技 师

证、钳工技师证、数控技师证、电工中级证，ISO9000
（2008 版） 质量内部审核员证书，CAD 绘图中级证

书等。 根据专业能力模块，制订各阶段技能考核标

准，使刚进校的新生人手一份，这样学 生有 了明确

学习目标。

4 提高实践课教师队伍的素质

实践教学需要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 师资素

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因此，加强实践教学队

伍的培养和建设， 使之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是实践

教学管理系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4.1 对专职实践教师实行“定编、定岗、定员”工作

根据实验室、 实训操作室自身的性质、 结构规

模、实践教学范畴以及实践教学、科研任务、工作量

的多少，技术人员的职称、学历、业务能力、工作态度

等条件，实施应聘上岗，定编、定岗、定员，保证实验

室、实训操作室工作人员结构、层次水平的合理化和

整体素质。
4.2 加强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例如学期考核、晋职、评

优等）鼓励教师走“学产研”的道路，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 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

到社会参加各种专业培训班， 取得相关的技术资格

证书；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到社会兼职，进行横向课

题研究，锻炼其职业技能，从而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水平。
4.3 充分发挥兼职教师队伍在高等技术师范本

科实践技能方面的优势

兼职教师队伍是从企事业单位聘请的有一定业

务专长的中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发挥其专长，一方

面对教学工作进行指导，如组成专业委员会。 另一方

面， 通过举办恳谈会和讲座以及兼任一些实践教学

课程等形式，让师生了解专业实际发展状况，增强学

生的专业技能。

5 构建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结合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 科研单

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

方面的各自优势， 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

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

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 高等技术师范学院走产

学研结合的办学道路， 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与科研

分离、产学研脱节的状况，使学校形成教学、科研、科

技的有机结合、资源共享、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格

局，实现科研带动学科专业建设上水平，促进教学上

质量、出人才，支撑科技服务上层次、出效益。 产学研

紧密结合，良性互动，促进了学校整体办学实力和水

平的提升，实现高校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了

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整体发挥。 努

力建立学校、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制度。 实现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
5.1“学习和实践交替进行”模式

采用“学习和实践交替进行”的培养模式。学生

在 第 一 、二、三、四 学 期 由 主 要 是 由 学 校 实 施 基 本

文化素质、专业理论等方面的教育，实 践只 是在学

校操作室进行 一些课 本上 要求的 基本操 作， 掌握

一些基本操作技术 和操作 规范， 辅导学 生取得 相

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六、七、八学期以进行课

程设计和在企 业参加 生产实 践为 主， 进行 产品的

生产工艺的操作、操作流程的控制，产品 技术文 件

编写和使用，进行企业管理和现 场管理 的学习，并

同时进行职业能力、职业素质、职业知 识等全 面教

育，第八学期完成毕业设计。 学生真正地体会到一

方面理论在实 践中的 运用， 使 理论 与实践 有机结

合； 另一方面 在实践 中又能 总结经 验形 成理论 来

促进理论的发展。
5.2“产学结合、校企结合”订单模式

学校可以进行订单式的培养试点， 瞄准市场需

求，主动根据用人需要进行教学改革，包括专业的合

理设置、课程的合理安排、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实训

操作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学校与企业可以多寻找

项目，以项目引领教学，指导学生实践与实际操作，
让学生通过项目的具体操作变换不同的角色， 在实

体中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 充分发挥个人的才

干及综合协调等各方面能力。 适应用人单位对技能

性专门人才的需要， 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很快就

能进入职业环境，适应技术要求，安心工作，快速领

引部门行业， 用人单位非常欢迎这类订单的培养方

式。 学生挂靠企业， 还能进行有效的毕业设计与操

练，充分的岗前训练，让毕业设计环节在企业实体中

去进行，既锻炼和提高了毕业生的实战水平，又进行

了实际的上岗训练， 让企业通过这一环节了解毕业

生，并作为企业接收毕业生的考察过程。 这样双向互

动，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 在就业压力大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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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学的减轻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从而也减少

了社会的压力。

6 结 语

综上所述， 高等技术师范本科实践教学有其自

身的特点和规律， 实践教学的管理必须顺应这些特

点和规律。 在实践教学管理中，首先必须制定科学规

范的教学计划；其次，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各类仪器

设备的维护、完善操作规程、明确责任，确保实践教

学的高质量完成。 还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只有具

备了一支高素质的实践教学队伍， 才可能使实践教

学上层次。
（本课题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校级重点教改课题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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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anagement of Practical Training in
Higher Technology Norm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WANG Xiaojun PENG Haiyan ZHOU Li LUO Yongshu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Higher technology normal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nagemen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ubjects is to combine the building of
equipment to improve teaching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practice of teaching programs.
It srtengthens the teach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needs to develop in line with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quality teachers.

Key words: higher technology normal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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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教学特征及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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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微博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大学生中的广泛应用，可考虑利用微博作为辅助教学的有效手段，将课堂

进行无限延伸，解决当今高校学时少、师生互动不够等问题．本文首先研究了微博信息传播途径，然后针对这种特

色传播途径，分析了进行微博教学的优势．并根据微博的功能和高校学生特点，设计了微博教学过程和方式．最后

提出了微博教学中师生应该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微博；信息传播；碎片学习；教学模式；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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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ging或Microlog)，按

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它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

短文本(通常少于200字。一般为140字)并可以公

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

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随着发展．这些讯息可以被很

多方式传送。包括短讯、实时讯息软件、电子邮件、

MP3或网页．微博也可以发布多媒体，如图片或影音

剪辑和出版．世界上，微博的代表性网站是Twitter，

这个词甚至已经成为了微博客的代名词．在国内。微

博的代表性网站是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过亿．腾迅、

搜狐、网易等各大门户都看好微博发展前景，目前正

激烈争夺微博市场．

1微博特征及微博教学研究现状

1．1微博的信息传播路径

如图1所示，微播上的信息传播路径有两个：一

个是“粉丝路径”．A发布信息后．A的粉丝甲乙丙丁

(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同步接收信息．另一个是

“转发路径”．如果B觉得A的某条微博不错．他可以

转发，这条信息立即同步到甲的微博里，甲的粉丝

1234(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看到信息，然后以此类

推．实现极速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既不是传统媒体的

线性传播(One To One)，不是网络媒体的网络传播

(One To N)，而是一种裂变传播(One To N To N)．这

种传播形态的传播速度是几何级的，远远高于之前

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正是微

博的这一裂变性传播使得微博成了当今最为火爆的

信息传播方式，有望引领新一轮信息传播革命．

图1微博的信息传播路径

据《广州13报》的一项调查，广州超八成青年是

“微博控”(网络用语，意指非常热爱使用微博的人)，

一半以上的调查者声称自己每天使用微博的时间长

达5小时以上．而在这以热爱微博的群体中．大学生

是其中的主力军．因此利用大学生对微博的热爱。借

助微博辅助进行教学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1．2微博与其它通讯方式的比较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通迅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微软MSN／腾迅QQ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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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博客、论坛、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笔者现将它

们各自优缺点作一比较．

表1 各种通讯方式特征比较

通讯方式即时性 传播模式 信息呈现信息空间交互性私密性成本

如表1所示。微博对比其他通讯方式的突出优

点在于信息空间大，它不像QQ等方式，需要对方审
核许可才能进行交流，任何人都可以关注自己感兴

趣的人和事．其次，它的交互性强，在微博上，大家可

以就某条言论进行热烈的讨论．你可以直接和你仰

慕已久的学术前辈进行对话．第三．微博具有一种爆

炸式1对N和N对N的独特信息传播模式．这种信

息传播模式是微博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1．3微博教学研究现状

微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目前在教育方面的应

用并不多．不过，有关专家学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并开始研究微博在教育中的应用．如华南师范大学

焦建利教授就对微博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行为倾向进

行了探讨[2]．此外i丕有其他的学者，开始了微博教学
的理论初探[”】．2011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率先开通“教学微博”L6]。真正做到课外师生“零距

离”．拥有500多万名微博粉丝的李开复2013年在

网上教起了趣味英语。他在1月20日晚面向微博粉

丝开设的第一堂英语课的内容．目前已被转发上万

次．他和查可欣共同主持一个名叫“开欣英语酱”的

趣味英语教学微博[7]，吸引了大量的英语热爱者，俨

然成了微博上的英语角．从“开老师”教英语的良好

效果，我们不由想到，在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该如

何利用微博。提高教学效果?

综上。充分利用微博这个广受大学生热烈追捧

的平台，研究如何促进高校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实现

师生之间随时随地、永不间断的交流互动，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2微博教学的优势

高等教育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

教师与学生交流大多限于课堂，课后主要是学生自

学．与老师的交流并不多．这固然锻炼了学生的自学

能力．但是对于学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毕竟不利．如

果教师在课下能够给予学生更多的指导，学生能和

老师有更多的交流，教学的效果毫无疑问肯定会更

好．但是，在微博出现之前，只能是一对一的交互，这

种交流和指导意味着更多时间的付出，无论是老师

还是学生，都难以保证．也就是说，愿望是美好的，但

是实现困难．然而。微博的出现，让美好的愿望变成

了现实．

2．1微博教学的高效性

如前所述．微博的信息传播是One To N To N．老

师的每一条微博相当于课堂上的每一句话。每个学

生都能听得到．学生通过微博提的每一个学习问题，

其他同学都可以知道，老师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其他的学生也可以同时共享．如此。就把课下的互动

沟通效率提升到课堂的水平．而且在许多方面，还

超出课堂．

微博这种沟通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大大节约了

时间，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一堂课下来。某个知识点

可能有10个学生不是很清楚。如果课后10个学生

一一通过当面请教、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等方式进一

步请教．老师就要把同样的解答重复10遍，这对老

师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在微博上，只要其中一个

学生提出这个问题，老师在微博上予以解答，其他9

个学生也基本上清楚了．对于其他基本上掌握这个

知识点韵学生来说，他们通过观察微博上的解答，可

以起到进一步加深理解的作用．除了微博，其他的所

有课后沟通都难以达到这样类似于上课的沟通效

果同时，学生间还可相互讨论、交流．

其次。教师可以观察学生在微博上的交流，了解

自己上课的效果以及学生对难点、重点的掌握程度．

及时地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改进自己的教

学方法，提高了教学的反馈效率．

2．2微博教学具有纪实性

微博在教学的优越性方面，有时要胜过真正的

课堂，那就是微博具有全面忠实记录整个教学互动

过程的作用，课堂教学互动也许像放电影，过去就过

去了．学生再去回味时，只能凭记忆和想象了．但是微

博上，学生的所有疑问，教师的所有解答，均会保留

在微博上．学生可随时翻阅体会．这是传统课堂所做

不到的．

2．3微博教学开放性强

微博是一个100％开发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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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观察一个教师与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做得好

的老师必然会在微博上得到推崇和关注．与以往不

同，老师就不是关起门来教学，而是一种开放性教

学，老师的水平将接受全球性的检阅，这必然会激励

和鞭策老师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同时，

由于是一种开放式平台，在接受全球监督的同时，老

师也会得到全球性的建议，特别是肯定会得到同行

的建议．这对于扩大老师之间的横向交流、提升教学

水平也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2．4微博教学有助于碎片式学习

微博是极好的碎片化学习方式．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的加快，对娱乐休闲的诉求提高，有时很难有大

段的时间用于专门学习．譬如看书，很少有人拿出大

段时间专门捧着一本书看．大多数人喜欢利用坐车、

等人、排队、开会的间隙，拿出电子书进行阅读．这种

利用碎片化时间。不耽误正常的工作和休闲，没有专

门的学习压力的学习方式被称之为碎片化学习．碎

片化学习效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这种学习往往是

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进行的．有研究表明，在马桶上

看书更容易记住书中的内容．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你

除了看书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微博的一大特点是

可以借助手机可以保持随时随地在线，有新的内容

可以第一时间提醒用户．一本书不可能随时随地携

带，但是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

随地带在身边的．这就给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便利条

件．如果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所不解，他就可以利用课

后的休息时间，用手机登录微博，发布自己的问题，

这样教师和其他同学都能方便快速地了解到他的问

题．给予他及时的帮助，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微博

通过与手机的完美结合。提供了一种完美的碎片化

学习方式．这种碎片化学习对于高校全日制在校学

生可能效果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对于高校业余学

习譬如成人教育的学生．由于是工作之余的学习．这

种碎片化学习对他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

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3微博教学模式设计

用于教学的微博．不同于其他的微博．传统的微

博很多都是关于新鲜事和心情感悟方面的内容，交

互性要求不高，而我们所研究的教育微博的内容都

是关于专业学习知识、经验总结、学习困惑、突发的

灵感等各个方面，它更需要和他人的交流和讨论，才

能更好地内化知识．因此，它强调用户的交互和反馈

行为．

大学生基本都已经成年，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和群体学习特征．研究表明。大学生学习具有目的

性、选择性、独立性、有效性：个性化等特点，大学教

学应开展开放性的、个性化的、咨询式的学习指导工

作．一项调查表明，87．8％学生认为基于数字化学习

对学习有帮助[s|．因此借助微博，设计合理的教学模

式和策略．有助于高校教学工作的开展．

微博教学的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以教师为主

体．可以打造一个个性化的教学空间．在这个空间

中．教师可以通过和领域专家学者、专业微博、同行

微博的互动，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水平；关注领域专

家学者的微博，可以有助于教师更多地了解专业前

沿内容、行业动态；同行的建议和意见可以不断促使

教师学习发展：而其他“蹭课”学习者粉丝的不断增

加．进一步激励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粉丝的增

加．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行业影响力．

专业徽博) (其他徽博)
—]广_／＼_—i—_／

l学习·了算新动杏 l掌习，了■新动卷
美注l

2、组织讨论

3、发起投票
4、分享资源

5、解答疑问

6、发布通知 ⑨＼_1■
互为糟簋l讨论，f促

学生耵

竺竺I
1、发布、浏览徽博

2、参与讨论
3、参与投票

4、分享资源

5、提出疑问

6、加入兴趣群组

图2徽博的教学组织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定制一个个性化学习空间．学生

通过对领域专家学者、专业微博的关注，可以更全面

地了解行业动态，利用这些专家学者的成功事迹．激

励自己学习．通过不断发现新内容，增强学习兴趣．通

过和同学们的互动，一方面的彼此讨论，互相解惑。

提高学习效率，另外一方面，随时了解同学的进展，

从而促发竞争意识。促进自己学习．

师生之间的互动就构成了微博教学的主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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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通过发布微博、组

织讨论、发起投票、分享资源、解答疑问、发布通知等

方式有效的组织可教学过程，实现了教学反馈和评

价．学生则通过对上述活动的参与。有效地进行了即

时学习．而微博的高效性、纪实性、开放性、碎片式的

学习优势，进一步提高了学习效果，使学生不再视专

业课程为负担，可以方便地“温故而知新”．

4微博教学与微博学习组织原则

4．1微博教学组织原则

应该说，用文字代替语言。课堂上老师可以做

的，微博上老师也可以做．但是具体来说，作为教师

在组织微博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文字的言简意赅．微博一般限制在

140字，因此如果不在语言上进行有效的提炼。140

字很难讲清楚一个问题．虽然，微博允许通过外部链

接、附加图片、视频等方式进行补充，但是微博正文

140字毕竟是主体，而且这140字也是最便于阅读

的，因此一定要确保写好这140字．

第二，将微博整合成课程教学资源库。让学生爱

上你的微博，随时登陆你的微博，这样才能确保微博

教学效果．

第三，及时回答学生的问题．课堂上，学生的问

题老师没法回避．但是，微博上的问题。由于不是必

须立刻回复，老师容易忽略．一旦学生提出的问题．

老师没有回答，学生的积极性就受挫。会严重影响微

博的教学效果．因此。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应认真

予以回答，并加以转发，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看到．

第四，不排斥外部人士．微博是一个开放教学，

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教学互动．这样

的话，一些“蹭课”学生也能向老师提问题．对于这些

问题，老师最好也能予以认真对待。因为这是作为一

个教师应该做的事，同时也是树立教师个人声誉的

好机会．水平高的老师会通过微博这个开放平台迅

速在业界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另外。看你们微博的

可能还有同道中人．他们也会对你们的教学提出自

己的建议。也不应排斥．虚心对待．

第五．维持微博教学秩序．老师可适当发一些教

学之外轻松活泼的内容，但是要把握好度，多了会冲

淡教学效果．对于外部来捣乱的。一定要通过微博的

“拉黑”功能予以制止．确保教学沟通秩序．

4．2微博学习原则

相对来说，因为不是主博，学生在自己的微博上

可相应随意一些，但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多上博．及时关注老师和学生的最新动态．

因为很多老师利用微博布置作业，通知教学事项等，

必须确保定期登陆微博．

第二，多提问．在课堂上没有弄懂的问题，尽量

在微博上提出来．利用解答、讨论，把知识进一步内

化．

第三，多分享．微博是一个分享的平台，老师的

资源是有限的．每个参与者都应把好的东西贡献出

来．与大家分享．

5总结

微博是一种新型的交流工具．它的互动沟通非

常类似于课堂交流。但在许多方面又优于课堂，在教

学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国内外对教育微博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这种新型的教学方

式的特点、优势、教学组织和教学原则进行了初步探

讨。就如何应用提出了初步的建议．目的是通过本

文，使更多高校教师关注并了解、利用微博这一工

具，促进微博教学在高校的普及，为提高高校教学水

平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Microblogging[D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roblo

gging．

[2]中加研讨会之三：探寻微博教学，共享教育思路[DB／OL]．

http：／／news．hzu．edu．cn 1n8694c l 1 1．shtml．

[3]王时进，段渭军，杨晓明．微博在教育中的应用探讨与设

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0，(8)：91—94．

[4]刘芹妹，孟琦．Twitter向教育推来了什么[J]．现代教育技

术，2009，19(10)：107—110．

[5]郑燕林，李卢一．微博客教育应用初探[J]．中国教育信息

化，2010，(2)：29—32．

[6]华中师大“教学微博”让师生“零距离”对话[DB／OL]．http：

／／hb．people．corn．en／GB／194087／194089，14438551．html．

[7]开欣英语酱[DB／OL]．http：／／weibo．com／1997631353．

[8]谢舒潇，吴芸，谢雨萌，等．在校大学生数字化学习特征调

查与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5，(6)：23—27．

[责任编辑：刘 昱]

万方数据
—103—



第7期 姚屏，李玉忠，王晓军：微博教学特征及教学模式研究 ·85·

Micro-blogging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Model

YAO Ping LI Yuzhong WANG Xiaojun

(School of Mechanical&Electronic，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5)

Abstracts：Giv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cro-blogging and its widely used in college students，micro-

blogging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eans to an unlimited extension of the classroom，

aiming to solve today's less class，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etc．，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of micro-

blogging messages，and in view of this route of informmion transmission，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aching by

micro-blogging．Next，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of micro-blogging and features of college students，the paper de-

signs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methods．Finally，the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 teaching is proposed．This paper has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promote teaching by micro—blogging at

the college．

Keywords：Micro—-blogging；informafion transmission；debris learning；teaching principles

(上接第80页)

章取义的教法往往使学生陷人茫然境地．不知概念

从何而来，这种断了‘源头’的教学很快会使学生失

去对数学的热情．数学知识的应用扎根于它最初的

发生发展过程之中，绝大部分数学知识最初的发生

发展就是因为实际的需要．用适当的方式展示数学

知识的本质和形成过程是必要的．教学过程要注意

对数学思想的还原，反映数学理论的丰富背景．因此

教师应具备将学生引向水源的能力．如在讲微积分

之前，可以先介绍微积分产生的时代背景：微积分的

基本思想源于古希腊的求积术，但直接动力却来自

17世纪的科技问题，如运动问题(变速运动瞬时速

度，行星的运动速度)、切线问题(研究光线通过透镜

的通道，计算射线射人透镜的角度)、极值问题(炮弹

能获得最大射程的发射角．行星离开太阳的最远距

离)、求积问题(求曲线的长度、曲线围成的面积或体

积，物体的重心，求行星在椭圆轨道上运行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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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sound analysi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valuate the stability of the arc welding process.
Current methods cannot effectively quantify the disorder of the process. B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 sound signal, we found that low frequency random mutation of
arc sound power resulted from unstable factors, such as splashes or short circuits,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and randomness of the arc sound signals. Then the arc sound sig-
nals were visualized on time-frequency interface by means of spectrogram,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x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distribution of spectrogra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arc welding process. Moreover, a method based on sample
entropy was proposed to further quantify the relation.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averages of max PSD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sample entropy, a compou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arc sound sample entropy (ASSE), which can avoi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was proposed, so that the sta-
bility of arc welding process can be quantitatively presented. Tes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method was more than 90 percent.

� 2017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 Introduction

The stability of arc welding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assuring the quality of welding products. For decades, a
lot of relative works were conducted to monitor the stability of welding process. Luksa et al. [1] online collected the process
signals by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and then analyzed the welding quality by signal variations. Hermans et al. [2] also col-
lected electrical signals during the welding process and analyzed the short circuit frequency, and then concluded that the
welding process was stable when the short circuit frequency was the same as the frequency of weld pool oscillations. Adolf-
sson et al. [3] employed a repeated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 (SPRT) algorithm to detect the sudden minor changes of
weld voltage, and then conclud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online detect changes in weld quality automatically. Though there
were relative works considering the stability of welding process, those methods could only detect some abnormal phenom-
ena during the welding process, instead of analyzing, especially quantifying the stability of a whole welding process. In addi-
tion, arc welding process is a highly nonlinear and multi-field coupled process, limited electrical signals cannot su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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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x.doi.org/10.1016/j.ymssp.2017.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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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ndestructiv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health status of resistance spot-
welded (RSW) joint under service load using lead zirconate titanate (PZT) active sensing system,
in which the PZT transducers were used as both actuator and sensor. The physical principle of
the approach was validated through a numerical analysis showing that an opening between the
faying faces at the welded joint occurred under tension load. The opening decreased the contact
area hence reduced the amplitude of the stress wave received by the PZT sensor. Therefore, by
comparing the energy index of the sign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loading,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joint can be evaluated. Five ST14 steel single lap joint specimens were tested under tension
load while being monitored by the PZT sensing system and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
system in real time.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DIC system validat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energy index of the signal obtained from the PZT sensing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unloading,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RSW joint was intact after being loaded to the service load.
The proposed method is promising in evaluating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RSW joint
nondestructively.

Keywords: PZT (lead zirconate titanate), RSW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DIC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active sensing, FEM (finite element method)

(Some figures may appear in colour only in the online journal)

1. Introduction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RSW) is a widely used method in
joining low carbon steel components to the bodies and frames
of automobile, trucks, trailers, buses, motor homes, recrea-
tional vehicles, and office furniture due to its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proven effectiveness [1–4]. It is estimated that

over 90% of assembly work in a car body, approximately
3,000 to 6,000 welding spots, are carried out using RSW
[4, 5]. Accordingly, the welding quality is critical for the
safety and integrity of manufactured structures. There are
complicated procedures [6–8], and fabricating limitations [9]
that could affect the quality of RSW.

Numerous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iden-
tify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spot welds
during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Cho et al [10] studi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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