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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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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主持

人身份1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

□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师  □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2 2019.02.01-2021.01.30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罗永顺 性别 女 
出生年

月 
1973.09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

务 
副教授/无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硕士/中国 

所在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邮政编码 510635 

电话 13312890664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76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03-2005 数控技术 大专学生 72 机电学院 

2006-2015 数控技术 本科学生 72 
机电学院 

2015-2018 
工业机器人

技术 
本科学生 48 

机电学院 

2018.05-06 
工业机器人

技术及应用 
硕士 18 

机电学院 

1 项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关要

求。如没有提供，审核不通过。 
2 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2-3年，开始时间为2019年1月。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与实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11.01 
“3＋2”专生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

改革专项教研项目 

广东省教育

厅“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综

合改革”分解

课题 

2012.02 
高等技术师范教育与广东省高端装备

制造适应性研究 

广东省教育

厅十二五规

划课题 

2013.04 

职教师资本科专业培养标准、培养方

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开发项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项

目研究 

教育部、财政

部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

高计划 

2015.07 机械工程实验中心 

广东省教学

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建

设项目 

项 

目 

组

成

员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8 6 2 0 0 5 3 1 

主要成员3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3 项目组成员，来自于本校的成员，不得超过 8 人（含主持人）。 





 
 

 

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限 3000 字以内4 

  2.1 项目意义 

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对工程科技及工程管理

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促成了新工科的诞生。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提

出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注定了新工科的发展是个持续的探索实践过程。高本衔接

协同育人是现代职业教育中的新模式，既要具有新工科的学科融合特征、创新性的

专业特征，还要具备职业教育要求的以工作岗位为导向的职业能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为完善高等

职业教育层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累经验；为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

校强化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地开始探索高职院校

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衔接工作。伴随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制

造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标准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广东省教育厅 2013 年启动了

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协同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改革试点工作。高本贯

通应用型本科生的培养是新工科和现代职业教育结合的创新，办学标准、政策导向

等都处于探索阶段，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方法，教学质量评价方法和标准还

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实践检验。  

高本衔接应用型本科生的培养中，高职和本科院校只有不断追求新技术，深化

教学改革，切实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我校与高职院校进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

教师资协同培养模式，是与广东省的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既满足了

高职学生提升学历、继续深造的需求与愿望，又能弥补四年制本科生在实践技能上

的不足，充分发挥了本、专科学校各自的教育优势，为中职学校提供了更为优秀的

师资，满足了广东省对同时具有高新技术和教育技术的职教师资人才的巨大需求。 

  2.2 研究综述 

高本衔接是由最初的“3+2”专升本（或专插本）的培养办学模式一步步发展

                                                             
4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来的。高本衔接协同育人与“3+2”模式的区别在于，高本衔接要求高职和本科院

校一起制定高职阶段人才培养方案、转段考核和学生管理要求。广东省从 2013 年

开始高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2013 年和 2014年试点项目形式主要是四年制应用型

本科“3+2”人才培养项目，2014 年 7个专业的试点工作。2015 年开展 19 个专

业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项目，四年制应用型本科“2+2”人才培养

项目。2016 年有 16 个项目，其中四年制应用型本科“2+2”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4 个，

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12 个。截至 2017 年末，广东省开展四

年制应用型本科“2 +2”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15 个，“4+0”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16 个

和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37 个，开展试点本科院校有 18 所，

高职院校有 27 所。 

由于“三二分段”的高本衔接方式近 3年才开始试验性招生，较少见于文献描

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普通高本衔接要求人才培养制定要保持特色，错位

发展，联合开发[1]；以本科学校为主导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并按“五年一贯制”的

要求落实[2]。在课程体系建构中，专科阶段充分兼顾了就业与升学两个方面的需求

[3,4]。在规划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体系时，要围绕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所需岗

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5]。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各有侧重，多种高本衔

接的路径将提升专科院校社会地位与认可度，目前开始逐步探索开展研究生层次的

职业教育[6]。已构建了高本衔接的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职业能力[7]。  

目前高本衔接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体系、课程建设等方面都与现有的高等教

育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更为凸显于创新性和核心职业能力的培养。高职与本科

层次人才的规格定位，是职业教育高本衔接的核心问题[8]。另外，高职和本科协同

育人项目立项的专业和数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在所有已试点 68个项目中，以理

工科专业为主，造成试点项目高本教学资源共享不充分[9]。 

当前，我国不少职业院校正在积极探索与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开展高本衔接的合

作培养模式，中德在合作培养过程中，进行精准、有效的合作对接，从而保证人才

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与德国的高本合作培养模式还在探讨阶段[10]。美国在社区学

院和四年制大学之间实行“2+2”高本衔接学分转换制度[11]。 

  2.3 现状分析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广东省高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在试点院校、试点专业和在



 
 

校生数量上均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取得阶段性进展。高本协同育人不仅满足了大量

高职学生渴望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而且在教学标准

和课程标准制定、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制定、转段考核安排、教学质量监控、

师资交流与提高和学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基本实现了从形式构

建到内涵提升的转变。不过也出现了在高职学生进入普通本科院校继续学习后，往

往会出现因专科阶段与本科阶段的学习环节脱节，毕业生理论与技术都不强的尴尬

局面[2]。职业方向改变带来的能力的培养方向发生改变[8]。 

于 2014年开始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陆续联合河

源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作为广东省高本协同育人试点，共同构建了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协同培养

(3+2)办学模式，开始职业教育师资协同培养的工作。就三二分段高本衔接在培养

目标、质量要求、培养模式及转段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目前我院已经规模性招收 2届师范生（2015 级和 2016级），由本科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师范）对接高职的数控技术、模具设计、机械设计制造、机

电一体化专业。其中 2015 级学生有 79人，2016 级学生有 63人。课题组于 2018

年 11月对本校的高本衔接学生做了一份问卷调查，问卷共发出 162份，收回 140

份，从返回问卷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1）高职阶段重视实践环节的培养。15级的学生有 43%参加过三个月以上的毕业

实习，70%的学生参加过顶岗实习，100%的学生拿到了技能等级证，其中有 4人拿

到两个工种的等级证。16级的学生有 51%参加过三个月以上的毕业实习，71%的学

生参加过顶岗实习，100%的学生拿到了技能等级证。 

（2）有部分专业基础课在高职阶段没开设，如《工程材料》课程。 

（3）高职阶段学生具备了较强的 CAD设计能力和基本的机械结构设计能力，完成

了如减速器、凸轮结构、模具结构设计等设计。 

（4）通过本科阶段的培养，学生具备使用数据库查找资料的能力。 

（5）其中有 42%的学生希望未来从事教师职业。 

（6）有 92%的学生赞成“三二分段”的培养方式。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来，高职阶段的实践能力培养效果较好，具备了初级机械结



 
 

构设计能力，学生对“三二分段”的培养模式认可度高。但是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程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知识衔接问题。另外从只有 42%学生希望未来从事教师职业

的现象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对教育能力的不自信以及教师职业的认可度不够。另外

课题组老师在指导 15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师范）班 79人的教育实习过程

中，发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不够透彻，在讲授理论课的过程中难以展开知识点，

在实践课的讲课过程中不能将工艺和设计知识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目前高本衔接

模式在高职和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上还存在衔接不精准，贯通不彻底，以及师范技能

的熟练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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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限 500 字） 

高本本衔接教育模式相比于专本衔接教育模式的教学培养目标跟为一致。教

学能力体现在具有专业知识和设计能力的情况下，还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以

及实践操作能力。除此之外，基于新工科的教学体系要求学生在学科融合的基础

上能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本项目研究具有强“衔接性、贯通性和创新性“的机械设计制造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课程体系的规划、创新型教材编写和人

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架构设计，尤其在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和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方面。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要求及考核方式方面做到高职与本科的一致，即

能达到本科阶段对一、二和部分三年级学生的能力要求。在创新能力方面，要能

有配套的设计性专业课程，课程能较好地实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项目研究过程中，要坚持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原有的人才培养体系时，既

要保持高职教育的技能性和应用性，同时也要达到本科阶段对教学技能和创新性

的要求，从而提高专本衔接学生的文化素质、技术应用和开发能力。 

项目主要解决高专本衔接中培养目标对接度不高，能力的要求不明确，专业

优势不明显，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2.研究与实践内容（限 1000 字） 

本项目在研究分析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师范）及其对接高职专业

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基础上，构建专本贯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对接的专业包括

数控技术、模具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和机电一体化专业。虽然都是机械类的专业，

但由于岗位能力要求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理论课程的设置中存在较

大差异。本项目研究和实践内容有： 

    （1）基于新工科的专本贯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 

基于新工科的专本衔接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是以新工科的办学理念为指引，

即以引领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为目标，促进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强调学科



 
 

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产生新的技术，以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

高的人才为目标。由于高职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贯通构建”，因此在高职阶段

要加强科学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实践性强的课为主，如 CAD应用、机械制

造工艺和部分教育技能课程，如教育技术等。在本科阶段以应用科学和专业课为

主，如线性代数、机械优化设计等，实践围绕教学技能和综合性创新性实践环节

展开，包括教师技能实践和综合设计等。 

（2）多维度创新型课程体系规划 

课程以课程群的方式规划，涵盖知识、能力以及素质三个维度。在工程实践

能力训练中，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在理论知识学习中储备交叉学科领域知识、培

育多学科研究能力与跨学科合作精神，使培养的人才具有多学科思维、复合型知

识、创新性能力与工程型素质。 

（3）创新性教学方法设计 

     1）混合式教学 

采用知识点讲授、现场展示、仿真教程、课堂讨论、项目模拟的方法。最后

采用基于完整的项目设计，实习、竞赛、参观的训练。 

2）拓宽教学内容与场景 

拓宽体现有教学内容、师资、教学场景和教学开展方式的多样化。 

3）利用互联网资源，建设“线上—线下”形式的教学方式。 

“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能利用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培养“创

新创业型”人才。 

（4）创新型教材建设 

创新型教材主要有三方面特色：一是融入多学科的新知识、新技术，以“思

维导图”视角优化课程内容；二是加入了教学设计，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

也学习教学方法；三是培养创新能力。 

（5）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框架设计 

借鉴职业资格认证机构的测评体系指标，探索在实践课程中引入企业的评测

体系。借鉴中职教师职业标准，加强学生教育技术能力。尝试通过第三方独立调

查机构对学生的就业状态、就业质量进行科学合理地测评，对人才培养提供反馈

建议。 



3.研究方法（限 500 字）

作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新生事物，目前高本衔接（师范）的毕业生

非常少。在教学体系、教学方法方面缺少相关文献资料。因此常用的文献调查法

和用人单位意见反馈调查法都无法有效采用。本项目将采用实证法和分类比较法。 

（1）将现代教学理念与现代认知哲学结合的课程建设研究方法

在课程资源的建设中，将现代教学理念结合现代的认知哲学，指导并构建课

程资源，然后基于结构模型开展课程应用。 

（2）采用实证法和反复实验的方法调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基于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结合新工科的学科融合特点和对创新

性的高要求，分析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并反复实施措施，最后得到具有贯通

性方案。在调查中，将调查点具体化为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 

（3）结合新工科的学科融合特点，通过分类比较法规划课程体系

机械设计制造专业覆盖了现代机械设计和制造理念与技术，自动化设备的结

构与功能要求，对专业融合度高。将现代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和分析方法进行对

比和分类，结合高职和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规划课程群。 

4.实施计划（限 1000 字）

本课题是与另外两所高职院校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研究，研究工作主要由 12个

步骤组成，如下图所示。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通过调研定位专本贯通中的贯通和创新问题。问卷调查和教学质量初评

价是为发现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际教学效果与理想要求的差距。 

（2）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基于新工科的新技术要求，以及工程认证中对专

业能力、创新能力等能力要求，还有教学能力要求，制定专本衔接模式下高职阶

段和本科阶段的能力要求，进而制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师范）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和要求。 

（3）规划课程体系。研究新技术到课程的映射，以及中职教师教学能力要求

到课程的映射，然后规划高职和本科阶段的课程体系。并编写创新型教材。 



（4）多元教学评价体系框架设计，将高职和本科的教学合二为一作为一个体

系，一同评价，突出“衔接“和”贯通“的特点。 

注：各框图代表的工作：

在课题建设期间，要严格按照计划开展研究工作，保证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课题。规划的研究工作时间如下表所示。    



工作时间 研究工作 成果 

2019.02.01-2019

.05.30 

调研等工作，专业能力和

教学能力的规划 

完成关于规划两种能力

的论文一篇 

2019.06.01-2020

.01.30 

课程体系的构建 完成创新型教材编写 

2020.02.01-2020

.05.30 

教学方法设计 完成人才培养方案 

2020.06.01-2020

.12.30 

构建质量评价指标和权

重 

完成关于设计质量评价

指标和权重的论文一篇 

2021.01.01-2021

.01.30 

准备结题 结题报告 

5.经费筹措方案（限 500 字）

课题经费由政府支持 1.5万元，按文件规定学校配套 1.5万元，合计 3万元。 

6.预期成果和效果（限 1000 字）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为构建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专本衔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内

容为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和构建，规划注重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编写创新型

教材，设计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框架。在项目建设期结束后，能取得以

下预期成果： 

（1）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专本衔接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包括高职阶段和本科阶段，方案中体现新工科的学科交叉性和创

新性，以及专本贯通性。 

（2）构建出具有深度贯通性、高度融合、创新性的课程体系

经过细致和巧妙的设计，按能力目标层次规划的课程体系可兼顾高职和本科阶

段。 

（3）编写一本创新型教材

教材具有两个特色，一是附加课程的教学设计；二是按项目形式规划创新性实



 
 

践内容，可以作为专本衔接贯通教材。 

（4）发表教学研究的成果论文两篇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经过实践检验过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可以用于其他

院校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方法和课程体系的规划方

法对其他工程专业的职教师资培养提供参考。创新型教材可以作为其他院校的创新

创业课程使用的教材。将研究成果及取得的效果集结成文，对其他院校的专本贯通

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7.特色与创新（限 500 字） 

本项目研究面向新工科的基于专本贯通模式的中职教师培养体系。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高等教育中最主要的专业，该专业的中职毕业生是新经济建设

的最重要的实施者，研究其师资人才的培养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性和示范性， 

（1）“衔接”和“贯通”是本项目开展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宗旨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质量评价体系和教材的设计编

撰中，都综合高职和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做到知识的衔接和能力的贯通 。 

（2）多维度的规划课程和设计教学方法确保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 

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规划课程和设计教学方法，在三个维度中都能很

好地展现课程和教学。只有通过三个维度的规划和设计，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真正

得到提高。 

（3）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为贯通效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改

革的方向。 

从多个方面考察人才培养体系能及时检验效果，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 

本着专本融通的宗旨，多维度规划课程和设计教学方法，采用多元化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体系评估教学情况和教学效果能打造更为灵活实用的专本衔接人才培养

体系。解决了以往培养目标对接度不高，能力要求不明确，师范性的优势不明显，

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限 1000 字）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机电学院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立于 2003年，

该专业的师范班开办于 2008年，9月开始招收“3+2“师范生，2014 年开始招收专

本衔接的师范生。早在 2010年 4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将省级“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项目分解为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在内的 5个试点专业综

合改革项目，建设的项目有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指导方式以及教学资源和

教材的建设等方面，如“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3+2”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3+2”职教师资班人才培养方案”，“特色教

材立项建设”，“课程教学法教学资源建设”，“新的教学指导方式的探索实践”，“招

考、录取与就业新机制探索实践”，“教学评价新机制探索实践”，“实践教学与实验

实训基地建设探索实践”，“校校、校企合作办学新机制探索实践” 9类关于“3+2”

职教师资班的课题。目前项目都已顺利结题。项目成果为培养方案及特色教材，如

《数控加工工艺与实训》（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从“3+2”办学模式最初实施，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就开始在“3+2”协同育人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还在职教师资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2013年 4月至 2018 年 9月，大部分课题组成员参与了“教育部、财政部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职教师资本科专业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特色

教材开发项目—机械工程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项目研究。本研究课题以实

证方式，从调研开始，通过反复论证、深入研究、集体智慧，而取得各项成果。成

果如下有调研报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师标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教师培养标准，主要专业课教学大纲，教学质量培养评价标准，本专业六

门主要专业课教材（机械制造技术、电气控制与 PLC、数控加工技术、模具设计与

制造、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机械专业教学法）及数字资源库。 

经过课题组成员长期研究和积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取得了 1项省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两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如：2017年课题组姚屏获得了省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应用型机械类职教师资”专本硕“贯通的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

践”。2015年罗永顺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面向高端装备制造的机械类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发表了多篇教学研究论文。另外课题组老师在近五年指



导学生参加科技竞赛获得 8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 

2.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

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限 1000 字） 

2.1 主持省部级以上教研、科研项目 

[1] 罗永顺. 高等技术师范教育与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适应性研究. 广东省教育

厅. 2012年 

[2]周莉，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职与本

科协同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制”.广东省教育厅（201401006），（20万） 

[3]姚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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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2015.7. （50万） 

[4] 周莉，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精

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广东省教育厅，2016.09，（30万） 

[5]姚屏等《数控技术》省级精品课程，广东省教育厅 2011年，（10万）

[6] 王晓军，广东省科技厅 2016年应用型重点项目“工业机器人智能伺服驱控一

体化集成装置关键技术及应用”，（300万）。 

[7] 杨勇，罗永顺，机械工程实验中心，2015年度广东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建设项目，（150万） 

[8]姚屏, 罗永顺，周莉，王晓军. 职教师资本科专业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心

课程和特色教材开发项目—机械工程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项目研究. 教育

部、财政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3.04.  

[9] 姚屏.《机械学科教学法》精品资源共享课.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2014.06,

（10万） 

[10] 罗永顺. “3＋2”专生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专项教研项目－《数控

加工工艺与实训》教材建设.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万） 

[11] 姚屏，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项目，弧焊机器人焊接质量控制关键技术

及智能调节装置研发，2015/01-2017/6，在研，主持,2015年 8月（30 万元） 

[12] 罗永顺，大功率低热阻高导散热 LED路灯产业化，2014年度江西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利技术研发引导与产业化示范专项， 2014年， 6万 

[13] 王晓军，教育部 2016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工业机



器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项目（150万元） 

[11] 杨勇，非线性水液压驱动机械手建模与鲁棒控制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201608-201908，（10万） 

2.2 教学改革论文 

[1]肖苏华等. 产业升级视角下可持续发展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J].职

教论坛. 2014.3 

[2]罗永顺等. 职业教育中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学报，2009.4 

[3]姚屏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查研究[J]. 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学报,2015,08:127-131+137. 

[4] 姚屏等，微博教学特征及教学模式研究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

报,2013,07:81-85. 

[5]周莉等. 高本衔接背景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与职业生

涯发展调研分析.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6.08 

[6] 王晓军,王敏. 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机械工程专业概论》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6 

[7] 姜绍辉, 王晓军. 搭建校本培训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6 

[8] 姜绍辉,王晓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中职《CAD机械制图》教学中的应用, 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37 

2.3 获奖情况（省部级以上） 

[1] 姚屏，王晓军，罗永顺等. 应用型机械类职教师资“专本硕”贯通的协同育人

模式探索与实践.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年 

[2]姚屏.产学研用机械类职教师资协同育人创新机制研究与实践. 2017 校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3]罗永顺，姚屏，王晓军等. 面向高端装备制造的机械类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改革

与实践. 2015年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4]王晓军，“超高层钢混结构用大型智能化液压爬模装置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 广东省 2016年度科学技术三等奖。 

[5]王晓军，“优质果冻产品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及规模化示范” 广东省 2014 年度科

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四）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uri%3A%28229ad146d2b00c0e%29%20author%3A%28%E7%8E%8B%E6%99%93%E5%86%9B%29%20%E7%BB%8D%E5%85%B4%E6%96%87%E7%90%86%E5%AD%A6%E9%99%A2%E6%95%B0%E5%AD%A6%E7%B3%B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3A%2841c00e6c7df6e827%29%20author%3A%28%E7%8E%8B%E6%95%8F%29%20%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6%9C%BA%E7%94%B5%E5%AD%A6%E9%99%A2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d3a1033f068be19d0354c676ab8de923%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cqvip.com%2FQK%2F97501B%2F201502%2F664426851.html&ie=utf-8&sc_us=12115540728591274126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d3a1033f068be19d0354c676ab8de923%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cqvip.com%2FQK%2F97501B%2F201502%2F664426851.html&ie=utf-8&sc_us=12115540728591274126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8b5702777c002940%29%20%E3%80%8A%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uri%3A%2834e8b2f0f820dd7f%29%20author%3A%28%E5%A7%9C%E7%BB%8D%E8%BE%89%29%20%E4%BD%9B%E5%B1%B1%E5%B8%82%E9%A1%BA%E5%BE%B7%E5%8C%BA%E9%99%88%E7%99%BB%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6%A0%A1%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7%8E%8B%E6%99%93%E5%86%9B%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4b19cade8cc0623e73816803c397a6d4%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cqvip.com%2FQK%2F97501A%2F201502%2F664426856.html&ie=utf-8&sc_us=14003379002729239198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8b5702777c002940%29%20%E3%80%8A%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8b5702777c002940%29%20%E3%80%8A%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uri%3A%2834e8b2f0f820dd7f%29%20author%3A%28%E5%A7%9C%E7%BB%8D%E8%BE%89%29%20%E4%BD%9B%E5%B1%B1%E5%B8%82%E9%A1%BA%E5%BE%B7%E5%8C%BA%E9%99%88%E7%99%BB%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6%A0%A1%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7%8E%8B%E6%99%93%E5%86%9B%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e5b21721c9992e63a9ee50df60f94034%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cqvip.com%2FQK%2F97501X%2F201605%2F668849166.html&ie=utf-8&sc_us=18240759959512572647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8b5702777c002940%29%20%E3%80%8A%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8b5702777c002940%29%20%E3%80%8A%E5%B9%BF%E4%B8%9C%E6%8A%80%E6%9C%AF%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6] 王晓军，“GBT02-3-CN光电数控伺服反馈式小流量多头泵集成系统”江西省2012

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一） 

[7]周莉. “难加工脆性碳素零部件的高速精密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2015 年广东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第五） 

2.4 已经开展的三二分段情况 

   我院于 2015年开始与广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

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招收三二分段的学生。学院之间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 

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立

项和资助等）（限 500 字） 

本项目依托校级教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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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师教〔2018〕176号）。前期课题组还开展与三二分段相

关的职业教育研究，并获得了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相关项目如下所示： 

[1] 周莉.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

职与本科协同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制（201401006），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 广东省教育厅 

[2] 罗永顺. 高等技术师范教育与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适应性研究

（2011TJK073）. 广东省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3] 罗永顺. 机械工程实验中心. 2015年度广东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建设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4] 周莉.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中职学校师培资源建设(粤财教[2014] 607 号).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师资培训资源建设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5] 周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案及课程体系优化探索与实践. 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 姚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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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高〔2015〕4 号）. 广东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广东

省教育厅 

[7] 姚屏.产学研用机械类职教师资协同育人创新机制研究与实践. 2017校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五、 保障措施

1.学校教改项目管理和支持情况（限1000字〉

我校的办学定位是 “ 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
”

， 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
职教师资。学校是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重点建设基地，拥有广东省工业实训中
心、师资培训中心等，承担为职业教育培养 “

双师型
” 教师的重任。这些都为教

改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良好、便利的外部环境。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的进选、立项及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一是政策支持，制度齐备。学校高度重视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建设工作，
每年按计划立项 一 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做好省级教改项目的培育工作。近年

来不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 制订 了多项支持项目建设的相关制度。例如，在2007

年教改项目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印发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与研
究项目管理办法》（广师院〔2015〕159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广师院〔2015〕158号）等文件，进一 步规范了

l
质量工程以及教改项目的申报及管理。

二是重视建设，管理规范。学校从注重项目立项，逐步转向注重项目的中期检

l查时叫立了拙项目管理平台（…：http://jx

全程全方位监控各教改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所有申请立项的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
究项目必须首先通过各二级学院的评审评定，才能向学院提交，由校外专家确定

评审结果。同时， 加强对教改项目的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 对延期后仍结题验收不
通过的项目追回项目全部经费，两年内不再接受该项目负责人的立项申请，并酌情

阔少项目负责人 所在三级单位的立项申报限额。

三是奖励优秀，保障经费。学校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印发 《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广师院〔2018〕3号），每年从创新强校资金中设立专门
资金支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对于结题验收评为 “优秀 ” 的项目给予 一定的奖励，
且优先推荐参评校级教学成果奖。加强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专款专用，发挥资金最

大效益，对获得省级教改项目立项的项目， 给予 一定的资金支持。

2.学校承诺

该项目如被省教育厅立项为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学校将拨付1. 5 

万元支持该项目， 并给予其他必要的支持。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含配套经

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3万 

1.图书资料费 0.5万 
打印、复印费，图书资料、教学软

件等文献资料购置费 

2.设备和材料费 0.5万 制作创新课程作品材料费 

3.会议费

4.差旅费 0.5万 到对接高职院校调研的差旅费 

5.劳务费

6.人员费 1万 课题组人员补贴 

7.其他支出 0.5万 论文版面费及参加创新竞赛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