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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标准统计表

课程标准统计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课程性质 备注

1 《液压与气压技术》 谢向花、张志红

专业群共享
2 《电工基础》 申玉虹、刘立伟

3 《机械加工基本技能训练》 刘克军、高升

4 《钳工基本技能》 刘克军

5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米久美

专业核心课

专业技能

6 《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阳根民、李先良

7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张斌、苏王平

8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申玉虹

9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与检修》 谢向花、王若凝

10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苏王平、陈佳

11 《计算机辅助绘图》 刘立伟

12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谢向花

说明：任务书上课程标准修订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名称为：《电工基础》、《液压

与气压技术》。

根据市场调研以及依据外出培训专家意见将《电子技术及应用》更名为《电子

线路装调与检修》，《照明线路的安装与检修》更名为《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将《电

力变流》这门课程减掉。

增加 5门本课程标准开发，即《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计算机辅助绘图》等，

见上面统计表格。



3

2.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标准统计表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开发课程标准统计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负责人

1 《机械制图》

专业群共享

粟利纯、齐明俐

2 《机械基础》 齐明俐、赵荣

3 《数控车削加工》

核心课程

专业技能

崔豫军、武珍平

4 《数控铣削加工》 高升、管学龙

5 《Master CAM 自动编程》 谌玮、杨龙

6 《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 高升、唐翊博

7 《数控加工工艺》 武珍平、管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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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及应用、电子技术、高电、维修电工培训班学生

学时学分：216 学时，占 12 学分。

开课学期：第一、二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

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研究电力拖动控制线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在生产机械上的应

用为主的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同时是为机电设备操作企业、售后服务企

业、物业管理公司等从事产品制造、安装、调试、维护、运行或销售工作岗位培养电

气控制专业技能的必修课程，也是维修电工职业资格考证内容之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和使用生产机械中常用的低

压电器；熟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原理、安装及维护及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种基本电

气控制线路的原理和安装；能正确设计、绘制简单电气控制线路并正确分析、检修基

本电气控制线路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和

严谨、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及触类旁通和团队合作的素养。

（一）素质

1、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思维。

（二）知识

1、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2、熟悉低压电器元件的结构、工作原理；

3、掌握低压电器元件使用场合及型号规格选用方法；

4、熟悉电动机各种基本电气控制线路的构成和原理；

5、了解电气控制线路安装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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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电气控制线路安装方法；

7、熟悉电气控制线路调试方法；

8、掌握电气控制线路检修方法及步骤；

9、掌握电工技能实训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能力

1、能正确选用、拆装、维修常用低压电器；

2、能识读电气控制线路图，并能对电气控制线路进行正确接线和分析；

3、能正确使用电工仪表检测电力拖动控制线路故障并排除；

4、能设计简单控制电路。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针对机电技术应用的实际，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

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

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维修电工》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及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以典

型机械设备的机械装配、电路设计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更具有

针对性和选择性。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一体化教学”，并对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

情况及过程进行系统检验、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充分体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

教学思想，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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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 课时分配

（课时）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1

三相异步

电动机的

拆装与检

测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拆装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熟

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的含义

能正确拆装三相异步电动机，具备轴承好

坏的判别能力及保养常识
4

理论 4

实操 8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检测

熟悉兆欧表、万用表、单臂直流电桥的使

用方法；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性能参数要

求

能正确使用兆欧表检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绝缘电阻；使用单臂电桥测量三相异步电

动机的直流电阻并判断出电动机性能好坏

4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首尾判别

掌握“同名端”的含义；了解电池法判别

首尾和交流电判别首尾的工作原理

能采用电池法正确判别三相异步电动机首

尾端；采用交流电正确判别三相异步电动

机首尾端

4

2

小型三相

笼型异步

电动机手

动控制线

路安装与

调试

1、安全用电常识 熟悉触电危害及急救措施；掌握用电安全

常识

能掌握正确触电急救方法及人工呼吸和胸

外挤压法
2

理论 6

实操 6

2、低压开关、熔断器

的选用、拆装及检修

熟悉低压开关、熔断器的功能、基本结构、

工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

文字符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低压开关、

熔断器 2

3、电气原理图的识别 熟悉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接线图 2

4、小型三相笼型异步

电动机手动控制线路

安装调试

熟知小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手动控制

线路的工作原理和钳形表的使用方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小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手动控制线路的安装、调试和维修；能

正确使用钳形表测量电动机三相电流

6

3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点动、

自锁正转

控制线路

1、交流接触器、热继

电器、按钮的工作原

理及选用

熟悉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的功能、

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

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交流接触

器、热继电器、按钮；并能正确拆装交流

接触器

4
理论 4

实操 16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点动、自锁正转控

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点动、接触器自

锁及连续与电动混合正转控制线路的工

能正确熟练地按工艺要求安装、调试点动、

接触器自锁及连续与点动混合正转控制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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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调

试

制线路安装与调试 作原理；理解“自锁”的含义，以及欠压、

失压保护的意义；熟悉照原理图接线的规

律和原则；掌握故障排除的方法和步骤

路；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分析线路的故障并

正确使用万用表查找和排除故障

4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正反转

控制线路

安装与调

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熟悉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工作原理；

掌握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

路的工作原理；理解“互锁”的含义

能正确熟练地按工艺要求安装、调试三相

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能根据

电动机的功率正确选择线路中的元器件型

号规格

14

理论 6

实操 18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自动往返控制线路

安装与调试

熟悉行程开关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原

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文字符

号；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自动往返控

制线路的工作原理；理解并掌握电动机基

本控制线路故障检修的方法

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行程开关；

能正确熟练地按工艺要求安装、调试三相

笼型异步电动机自动往返控制线路；能根

据电气原理图分析线路的故障并按正确步

骤查找、排除故障

10

5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顺序控

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主回路顺序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主回路实现顺

序控制的原理

能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装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主回路实现顺序控制线路 4

理论 6

实操 12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控制回路顺序控制

线路安装与调试

掌握两台电动机顺序启动、同时停止；顺

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的工作原理；设计

两台电动机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线路

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装、

调试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不同要求顺序控

制线路并通电调试

8

3、多地控制线路安装

与调试

掌握“多地控制”的含义；熟悉“多地控

制”的方法

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装、

调试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两地控制接触器

自锁正转控制线路

6

6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减压启

1、减压启动的目的、

方法

了解采用减压启动的原因及目的；熟悉采

用减压启动的规定和经验公式

能熟悉定子绕组串接电阻降压启动、自耦

变压器降压启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控

制线路的工作原理

2
理论 6

实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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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线

路安装与

调试

2、Y-Δ降压启动控制

线路安装与调试

熟悉时间继电器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文字

符号；熟悉不同控制方式的 Y-Δ降压启动

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

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时间继电

器；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

装、调试时间继电器控制 Y-Δ降压启动控

制线路；能根据电动机的功率正确选择线

路中的元器件型号规格

16

3、Y-Δ降压启动控制

线路故障分析及查找

熟悉结合故障现象根据时间继电器控制

Y-Δ降压启动控制线路原理分析故障范

围

能正确使用万用表采用电阻法和电压法按

正确步骤根据故障范围查找故障点并排除

故障，再通电试车检验

10

7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制动控

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制动方法分类、原

理

了解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制动方法分类；

熟悉各种电气制动方法的工作原理；熟悉

各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方法的原理

能介绍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制动方法分

类；各种电气制动方法的工作原理；各机

械制动和电气制动方法的原理

3

理论 6

实操 16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反接制动控制线路

安装与调试

熟悉速度继电器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文字

符号；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

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

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速度继电

器；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

装、调试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控

制线路；根据根据电动机的功率正确选择

线路中的元器件型号规格

19

8

三相笼型

异步电动

机变极调

速控制线

路安装与

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变极调速的工作原

理

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的原

理；了解 YY-Y、YY-Δ变极电动机的机械

特性

能介绍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的原

理 2

理论 6

实操 18

2、三相笼型双速异步

电动机变极调速控制

线路安装与调试

熟悉三相笼型双速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

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熟悉结合故障现象

根据三相笼型双速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

控制线路原理分析故障范围

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装、

调试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控制线

路；正确使用万用表采用电阻法和电压法

按正确步骤根据故障范围查找故障点并排

除故障，再通电试车检验

22

9

三相绕线

转子异步

电动机启

1、三相绕线转子异步

电动机工作特点

了解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结构，熟

悉其工作特性

能正确检测、安装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

机电刷装置
4 理论 6

实操 18
2、凸轮控制器控制三 了解凸轮控制器的结构及三相绕线转子 能正确理解过电流继电器的原理和作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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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调速

控制线路

的安装与

调试

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

机启动与调速控制线

路的安装与调试

异步电动机启动、调速控制的原理；熟悉

凸轮控制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

机启动与调速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

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气原理图安装凸轮

控制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

与调速控制线路并通电调试

10 综合实训

1、简单控制线路设计 通过提出控制要求，检验学生简单控制线

路的设计能力和元器件选用知识

能正确照设计图施工并通电调试
16

理论 6

实操 262、基本线路故障检修 描述故障现象，学生书面分析故障范围，

写出分析报告

能正确使用仪表查找故障点，并排除
16

总课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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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

用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

任教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

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

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

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

师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名，高级讲师职称

比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2.课程团队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

工作经历，熟悉工厂典型设备电气维修的工作流程；能够示范检修典型设备电气故障；

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电气控

制线路技术及应用的教学。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

历 3年以上和维修电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法组

织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电气控制线路设计能力、较强电气设备检修维

护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工厂电气一体化实训室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两间，每间实训室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

区中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常用电工手册等教学资源库；同时设置 36 个

实训工位，每个工位配备常用电工工具一套、万用表一块；通电试车台一个，配备配

电板一个，兆欧表一块；在理论教学区中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计算机四台，并安装

宇龙仿真软件及课程素材资源库。

实训内容：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相关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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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常用电工工具 套 72 72 1 套

必备

2 万用表 块 72 72 1 块

3 通电试车实训台、椅 台 72 72 1 台

4 配电板 块 72 72 1 块

5 兆欧表 块 72 72 1 块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

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

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组织编写，2014 年 08 月第五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电机与变压器》，徐政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年出版，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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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基础》，邵展图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年出版，第 5版。

（4）网络资源

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

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

划制作 plc 教学课件，同时在大学城个人空间内与学生进行网上教学。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机电之家 http://www.jdzj.com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世界大学城 http://worlduc.com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

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坚持教、学、

做合一，比较适合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演示法、实践教学法等。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价

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力。

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

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

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

并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

学，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边练，

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13

1.开放工厂电气一体化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

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机电一体化专业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资源运用

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尤其是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源的利用，能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云上实训平台，进行在线实训和在线测试。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

的拆装与检测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拆装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绝缘性能检测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首尾判别

三相异步电

动机首尾判

别方法

三相异步电动机

的检测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手动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1、低压开关、熔断器的选用、拆装及检修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手动控制线路安装调

试

3、电气原理图的识别

低压开关、

熔断器的选

用；电气图

的识别知识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手动控制线

路安装调试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点动、自锁

正转控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1、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的工作原理

及选用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点动、自锁正转控制

线路安装与调试

交流接触

器、热继电

器、按钮的

工作原理

交流接触器的拆

装；三相笼型异步

电动机自锁正转

控制线路安装、调

试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正反转控制

线路安装与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安装

与调试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自动往返控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正反转控制

线路原理图

与控制过程

正反转控制线路

安装、调试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顺序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主回路顺序控制线路

安装与调试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控制回路顺序控制线

顺序启动、

逆序停止控

制线路原理

顺序启动、逆序停

止控制线路安装、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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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安装与调试 图与控制过

程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减压启动控

制线路安装与调

试

1、减压启动的目的、方法

2、Y-Δ降压启动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

各种减压启

动方法的原

理

Y-Δ降压启动控

制线路安装与调

试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制动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制动方法分类、原理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控制线路安

装与调试

各种电气制

动控制原理

反接制动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变极调速控

制线路安装与调

试

1、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的工作原理

2、三相笼型双速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双速异步电

动机变极调

速控制原理

图与控制过

程

双速异步电动机

变极调速控制线

路安装与调试

三相绕线转子异

步电动机启动与

调速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1、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工作特点

2、凸轮控制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启动与调速控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

凸轮控制器

控制三相绕

线转子异步

电动机启动

与调速控制

原理图与控

制过程

凸轮控制器控制

三相绕线转子异

步电动机启动与

调速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综合实训 1、简单控制线路设计

2、基本线路故障检修

简单控制线

路设计；元

器件选择

基本线路故障检

修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

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

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

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15

明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

型工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实现专业理论

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

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

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引入

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

能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

过学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知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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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64 学时（实训），4学分

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

业课程，是以研究照明线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安装与调试方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为

主的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专业课程。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常用照明元器件；

熟悉照明线路基本原理，能灵活运用基本照明线路。而且绘制照明线路平面图和施工

图。同时也是电工考证所必学的课程。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正确安装、检测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照明线路，并能

正确的选择线路中所需要的各种材料；能设计和绘制照明线路的电路原理图和施工图。

养成的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学习习惯，具有安全、质量、效率意识；具有健全的体魄和

心理健康，懂得人际沟通与团队协作意识、养成职业道德基本素质。

（一）素质

1、培养学生稳重踏实职业道德观念；

2、培养学生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

3、培养遵守车间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以及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识；

4、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5.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二）知识

1、熟悉照明线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各不同环境下照明线路的设计与材料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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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照明线路安装工艺要求；

5、掌握照明线路安装方法；

6、掌握照明线路检修方法及步骤；

7、掌握电工技能实训的安全操作规范。

8，掌握施工图的绘制方法。

（三）能力

1、能设计照明电路。

2、会识读照明线路图和施工图，并能对照明线路进行正确接线和分析；

3、能正确使用电工仪表检测照明线路故障并排除；

4、能根据施工图和配电系统图预算照明线路的工程量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

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

课程内容安排上，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维修电工》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及企业典

型工作任务，以典型电路安装、调试、维修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化项目。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教学评

价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

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职业感知

与安全用

电

1、触电急救

1、掌握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养成安全用电的操

作规程意识

2、触电急救的方法

3、能正确进行触电急救

2

实训

2、各类灭火器

的使用

1、能正确进行触电急救

2、正确使用各类灭火器
2

2

家用照明

线路的安

装与检修

1、万用表的使

用

1、了解万用表及工作原理

2、能用万用表测电压电流和电阻
4

实训
1、读懂工作任务联系单

2、掌握导线选型的知识
8



18

2、卧室一控一

灯的安装

3、认识常用电工工具及工作计划的制定

4、能按图纸、工艺要求、安装规程要求进行护套

线布线施工，作业完毕后清理现场

5、能正确识读电路原理图和施工图

3、单相电能表

的安装及单相

交流电的基本

知识

1、了解电能表的功能、读数方法和接线方法

2、认识单相交流电

3、能使用单相电度表直接监测电路中的电能

4、能安装和选用单相电度表

6

4、日光灯的安

装与检修

1、日光灯的工作原理、及电工材料的选用

2、日光灯的工作原理与检修

3、施工图的绘制方法

4、认识各种灯具

5、通过勘察现场准确绘制施工图，能按图纸、工

艺要求、安全规程要求施工，

6、各种灯具的使用场所及维护

8

5、卧室双控灯

的安装

1、掌握读懂双控灯的电路原理图方法

2、根据要求制定工作计划，绘制施工图，列出材

料清单。正确施工
4

6、套房用电线

路的安装与检

修

1、掌握工作任务联系单的填写方法

2、掌握电器功能和使用环境而进行分路的基本知

识

3、能按图纸、工艺要求、安全操作规程施工 ，能

按要求对电路进行检查和调试，并能正确标注铭牌

标签

8

3

车间照明

线路的安

装与检修

1、三相电能表

带互感器的安

装及三相交流

电的知识

1、掌握三相交流电的基本知识

2、了解三相电能表和电流互感器 的工作原理

3、能根据图纸和工艺要求正确安装三相带互感器

的三相电度表和读数

6

实训

2、车间照明线

路的安装与检

修

1、掌握车间照明线路安装的知识，并能知道车间

照明和和住宅照明的区别。

2、能给据施工图和任务要求列举材料清单和正确

施工

6

4
室外照明

线路的安

装与检修

1、认识室外照

明器具

1、掌握不同灯具的功能和使用的场所

2、能正确安装和检修不同类型的灯具
6

实训
2、室外照明施

工规范

1、掌握室外作业操作规程的基本知识

2、能按照作业规程设置必要的标示和设立隔离措

施，准备现场工作环境

8

合计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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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应该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操

作能力，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

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2.课程团队

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

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

主讲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

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

职称，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

实施要求出发，按照“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

建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实训室基本配置

实训内容：用于电子装配、电子检修、岗位综合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灭火器 个 15 5 4 人一组

必备

2 急救模拟假人 个 15 1 1 个

3 万用表 个 15 15 2 个

4 单相电能表 个 15 15 5 个

5 日光灯 个 15 50 1 个

6 互感器 个 15 15 1 个

7 剥线钳 个 15 60 1 个

8 尖嘴钳 个 15 60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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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字起子 个 15 30 1 个

10 一字起子 个 15 30 1 个

2.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

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

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工材料》，金凌芳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

《电工基础》，邵展图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第 4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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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

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课程实践性较强，因

此要加强学生实操练习。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价

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

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

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

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

并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

学，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边练，

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配电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

的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

试等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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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安全用电

1、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

2、触电急救的方法， 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

3、万用表

安全用电常识

触电救急与万用

表的使用

家用照明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1、工作任务联系单

2、电路原理图、施工图

3、常用电工工具及制定工作计

划

电路原理图

施工图

一控一灯的安装

1、单相电镀表

2、单相交流电

交流电的基本

知识

单相的电度表安

装

1、日光灯的安装、及电工材料

2、日光灯的工作原理与检修

无 日光灯的安装与

检修

1、双控灯的电路原理图

2、卧室双控灯

无 双控灯的安装

1、配电箱的安装，弱电系统的

安装方法

2、套房用电照明线路

无

套房用电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车间照明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1、实训室照明线路的安装要求

2、实训室照明线路的安装与检

修

无

实训室照明线路

的安装与检修

1、三相电度表带电流互感器

2、三相交流电及互感器的工作

原理

三相交流电的

基本知识

带互感器的三相

电度表的安装

1、动力配电箱

2、车间照明线路 无

车间照明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室外照明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室外照明线路 无

室外照明线路的

安装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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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

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

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工

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照明线路安装案例，实现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

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3、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

材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照明线路安装案例引

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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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216 学时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第三学期

二、课程概述

《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以培养维

修电工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及职业道德综合素养为宗旨，运用“课堂与车间、实训与

生产”产学一体的工学结合课程教学模式，以典型电子线路的装调与检修为载体，同

时也是本专业后续专业课程《中级电工考证》、《电力拖动与控制技术》等学习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电子器件的结构、外部特性、主要参数和工作原理，并能

正确选用；熟悉基本单元电路主要特点及其应用，会分析，能安装；掌握电子技能实

训安全操作规范和常用电子仪器的正确使用，具有一定的安装、调试和检修电子线路

的能力。通过教学改革，实现课程内容与对应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以及安

全生产相一致，培养学生爱岗敬业、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断进取的综合职业素养。

（一）素质

1.培养学生认真、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形成维修电工应具备的良

好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

2.培养学生养成诚实守信、爱国守法、环保节俭的职业态度，树立良好的维修电

工职业道德观念。

3.培养学生养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4.具备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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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体魄。

（二）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知识。

（3）了解晶体二极管、三极管、晶闸管、集成运放、触发器、计数器、译码器、

定时器的结构、符号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其外部特性、主要参数和等效电路，并能

正确选择和应用。

（4）掌握基本放大电路、变音电子门铃、多路抢答器、直流稳压电源、台灯调光

电路、完整的收音机制作、数字逻辑笔电路、变音门铃电路、八路抢答器等基本单元

电路的制作、主要特点和基本应用。

（5）掌握电子技能实训安全操作规范、电子基本线路的安装、调试方法及安装工

艺要求；掌握基本单元电路的实验及调整测试方法。

（三）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能够正确掌握用电烙铁进行电子线路的焊接工艺。

（4）能够正确使用万用表判别元器件的质量，测量电路中的电压、电流等参数。

（5）能够正确分析电子线路的常用基本单元电路。

（6）能够正确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分析波形，调试电子线路。

（7）能够安装和制作简易电子门铃、发光闪烁器、数字逻辑笔、多路抢答器。

（8）能够安装调试收音机整机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台灯调光电路、单键触

发照明灯电路。

（9）能够排除一般电路基本故障，并会正确使用常用电子仪器设备。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贯彻“基于工作过程”的设计思路，

以典型电子线路的装调与检修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教学内容设

计成任务化项目。形成“课堂与车间、实训与生产”产学一体的工学结合课程教学模

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26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电子元器

件的识别

与焊接操

作实训

1、电子技能安

全用电操作规

范

1、熟悉触电危害及急救措施；掌握用电安全常识

和电子技能实训安全注意事项

2、能正确实施触电急救及应急处理。

2

理论

10 实

操 16

2、电阻、电容

器等电子元器

件识别、检测

1、熟悉电阻、电容器等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

用和性能参数要求；掌握色环电阻识别方法；了解

万用表的结构、用途等知识。

2、能正确识别色环电阻阻值、电容器类别；能正

确使用万用表检测电阻阻值、判断电容器的质量好

坏。

12

3、电子元器件

电烙铁焊接

1、熟悉焊接工具、焊接材料、焊接方法和电烙铁

使用注意事项等知识。

2、能正确插装电子元件并会整形；能正确使用电

烙铁焊接、拆装电路板电子元器件。

12

2
直流电桥

电路测试

1、直流电路的

有关基本概念

1、熟悉电路的组成及其三种工作状态；懂得电流、

电位、电压、电动势、电功等有关概念。

2、能判别电路的工作状态；会计算简单电路的电

流、电压、电功率等有关参数。

4

理论

10 实

操 10

2、欧姆定律及

电阻的串并联

知识

1、熟悉部分电路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熟记电阻的

串并联特点。

2、能正确应用路欧姆定律进行简单的电路参数计

算；能正确进行电阻的串并联连接和测试。

4

3、直流电桥电

路安装与测试

1、熟悉绘制、识读电子电路原理图的原则和方法。

2、能按电路参数正确选择元器件，根据电子工艺

标准要求进行安装；会合理选择万用表量程测试参

数。

12

3
发光闪烁

器装调

1、识别、检测

与使用晶体二

极管和三极

管；

1、熟悉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作用分类、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型号参数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

文字符号。

2、能正确识别使用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并能正

确用万用表判别其管脚和质量好坏。

8

理论

10 实

操 16
2、安装焊接发

光闪烁器电路

1、熟悉发光闪烁器自激多谐振荡原理，了解电路

组成及各元件的作用。

2、能熟练地按工艺要求进行手工焊接安装电路；

能分析发光闪烁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8

3、使用仪表进

行电路调试与

排故

1、掌握故障排除的方法和步骤

2、能正确使用万用表查找和排除故障。
10

4
收音机电

路装调
1、组装收音机

1、熟悉典型三极管放大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元

件作用；理解调幅、调频、混频、高频放大、中频

放大等概念。

6

理论

10 实

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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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频部分

前置电路

2、能正确熟练地识别收音机高、中频前置电路部

分电子元件；按工艺要求安装并用手工焊接到电路

板正确位置。

2、组装收音机

低频电路部分

1、熟悉低频功率放大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元件

作用；熟悉收音机低频电路部分原理图和电路板位

置。

2、能正确识别、选择、收音机低频电路部分元器

件；能正确熟练地按工艺要求安装焊接线路。

10

3、用示波器和

信号发生器调

试和检测收音

机整机电路

1、熟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面板各部分璇钮名称

及作用；了解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使用注意事项。

2、能正确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调试和检测收

音机整机电路；能根据收音机原理图分析线路的故

障并按正确步骤查找、排除故障。

12

5
稳压电源

电路装调

1、整流滤波电

路的原理及安

装

1、熟悉整流滤波电路的作用、组成结构、类型及

工作原理。

2、能正确识别整流滤波电路的元件；能正确安装

元件，连接线路；能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和参数。

6

理论

8实

操 16

2、直流稳压电

路的原理及安

装安装

1、熟悉串联型稳压电源工作原理、元器件的作用。

2、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照电路原理图安装、线路

并通电调试。

6

3、直流稳压电

路的测试及故

障分析

1、掌握稳压电源电路调试和故障分析的方法和步

骤。

2、能用万用表测试关键点数据，能用示波器测试

主要波形；能根据测试结果分析故障并排除故障。

12

6
台灯调光

电路装调

1、晶闸管可控

整流电路的原

理及安装

1、了解单结晶体管的结构、特性、符号；熟悉单

向晶闸管的结构、特性、符号、工作原理。

2、能分析可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会安装单向

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并能通电测试。

6

理论

10 实

操 16

2.单结晶体管

触发电路原理

及安装；

1、熟悉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电路组成结构、各

元件作用及其工作原理。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单结晶体管；

能正确绘制典型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能根据工艺

要求正确安装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10

3、台灯调光电

路的调试及故

障排除

1、熟悉台灯调光电路工作原理，根据线路原理分

析故障范围。

2、能正确使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整机电路，按

正确步骤根据故障范围查找故障点并排除故障，再

通电试车检验。

10

7

数字逻辑

笔电路装

调

1、基本数字门

电路的工作原

理、识别集成

数字门电路各

1、了解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熟悉各种基

本数字门电路的组成、特点和逻辑符号。

2、能识别 CD411 数字集成门电路各引脚功能；会

分析数字逻辑笔电路的工作原理。

6

理论

6实

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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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功能

2、安装数字逻

辑笔电路并调

试

1、熟悉数字逻辑笔电路的基本结构、元件作用、

工作原理。

2、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和工艺要求正确安装电路，

要求布局规范，元器件排列整齐；使用测量仪器，

完成测试项目并做好数据和波形记录。

12

8
变音门铃

电路装调

1、NE555 定时

器工作原理和

引脚功能

1、熟悉 NE555 时基集成电路特点、主要参数、引

脚功能；了解内部原理。

2、能绘制变音门铃电路原理图，会分析电路工作

原理。

6

理论

6实

操 122、安装变音门

铃电路并调试

1、熟悉变音门铃电路的安装调试步骤和安装注意

事项，了解整机电路特点。

2、能根据原理图和工艺要求正确安装电路，要求

布局规范，元器件排列整齐；使用测量仪器仪表正

确测量和调试电路。

12

9

单键触发

照明灯电

路装调

1、常用触发器

和继电器的结

构、工作原理

1、了解基本 RS 触发器、钟控 RS 触发器、JK 触发

器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熟悉电磁式继电器电路

符号及原理。

2、能正确识别 CD4301 各引脚功能并检测其质量好

坏；会分析单键触发照明灯电路工作原理。

6

理论

6实

操 12
2、安装单键触

发照明灯电路

并进行调试和

检测

1、熟悉单键触发照明灯电路的安装调试步骤和安

装注意事项；进一步熟悉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2、能根据原理图和工艺要求正确安装电路，要求

布局规范，合理；使用示波器进行电路调试和排除

故障。

12

10
八路抢答

器装调

1、74LS373、

74LS148、

74LS83、

CD4511 数字集

成电路各引脚

功能及其使用

1、熟悉编码器、译码器电路知识，了解其内部原

理。

2、能正确掌握 74LS373、74LS148、74LS83、CD4511

数字集成电路的使用方法。

6

理论

6实

操 12
2、安装调试八

路抢答器电路

及故障检修

1、懂得八路抢答器电路工作原理，会分析故障范

围，熟悉使用方法。

2、能根据原理图和工艺要求正确安装电路；能正

确使用仪表查找故障点，并排除。

12

合计 216

五、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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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应该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操

作能力，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

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2.课程团队

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

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

主讲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

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

职称，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

实施要求出发，按照“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

建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电子实训室基本配置

实训内容：用于电子装配、电子检修、岗位综合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电烙铁 个 60 60 1 个

必备

2 松香 个 60 60 1 个

3 焊锡 卷 60 60 1 卷

4 常用电子元件 套 60 若干

5 镊子 个 60 60 1 个

6 剥线钳 个 60 60 1 个

7 吸锡器 个 60 60 1 个

8 示波器 台 60 30 2 人一台

9 PCB 电路板 个 60 若干 1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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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训工作台、椅 套 60 60 1 套

3.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

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

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训练》，卜锡滨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出版。

《电子技能工作岛学习工作页》，朱振豪主编，中国轻工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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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

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电子技术装调与检修》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课程知识涵盖面广，

内容抽象复杂，存在较强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因此，必须采用贴合实际的教学方法，

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价

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

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

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

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

并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

学，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边练，

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

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电子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

的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

试等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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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电子元器件的识

别与焊接操作实

训

1、色环电阻阻值识别方法

2、电容器的类别及主要参数

3. 焊接工具、焊接材料、焊接方法

触电危害及急

救措施；安全用

电常识

色 环 电 阻 阻

值、电容器类

别的识别；万

用表的使用

直流电桥电路测

试

1．电路的组成及电流、电位、电压、

电动势、电功等有关概念。

2.欧姆定律及电阻的串并联特点

3. 直流电桥电路原理图

简单直流电路

相关参数的计

算

直流电桥电路

的安装调试

发光闪烁器装调 1. 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

2. 发光闪烁器电路原理图

晶体二极管和

三极管的作用

分类、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

型号参数含义

用万用表判别

晶体二极管和

三极管管脚和

质量好坏；发

光闪烁器电路

安装、调试

收音机电路装调

1. 典型三极管放大电路结构、工作原

理、元件作用；调幅、调频、混频、

高频放大、中频放大等概念

2. 收音机整机电路原理图

典型三极管放

大电路结构、工

作原理、元件作

用；分析收音机

整机电路原理

收音机整机电

路安装；用示

波器和信号发

生器调试和检

测收音机整机

电路；查找、

排除故障

稳压电源电路装

调

1.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的作用、组

成结构、类型及工作原理

2.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原理图

分析稳压电源

电路各元件的

作用

稳压电源电路

的安装与调试

台灯调光电路装

调

1. 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的原理

2.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原理

单结晶体管和

单向晶闸管的

结构、特性、符

号及工作原理。

台灯调光电路

的安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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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

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

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

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明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

型工作任务，通过企业典型电子装配与检修电路分析，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工作原理的理解和电子电路的故

障检修。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将讲解

数字逻辑笔电路

装调

1.基本数字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2. 数字逻辑笔电路原理图

模拟信号和数

字信号的区别；

各种基本数字

门电路的组成、

特点和逻辑符

号。

数字逻辑笔电

路装调安装与

调试

变音门铃电路装

调

1. NE555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

2. 变音门铃电路
无

变音门铃电路

安装与调试

单键触发照明灯

电路装调

1. 常用触发器和继电器的结构、工作

原理；

2. 单键触发照明灯电路的原理图

基本 RS 触发

器、钟控 RS 触

发器、JK 触发

器的组成结构、

工作原理

单键触发照明

灯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

八路抢答器装调

1. 编码器、译码器电路知识，及其内

部原理

2. 八路抢答器电路原理图

分析抢答器工

作原理

八路抢答器装

调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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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让每个学生

都动手，调动学生积极性，根据学生基础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使每位学生都学到

知识。

3.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知识的相互融合。

4、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

施教”，采用任务驱动法、课题技能考核过关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

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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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216 学时（72 理论，144 实训），12 学分

开课学期：第三、四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平台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

业基础课程，是以研究电力拖动控制线路在生产机械上提升的应用为主的集理论与技

能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同时为机电设备操作企业、售后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从

事产品制造、安装、调试、维护、运行或销售岗位的可编程序技术应用能力的养成起

支撑作用。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和使用生产机械中常用

的 PLC 设备；熟悉西门子 S7-200PLC 基本原理、安装及维护；能正确编写 PLC 程序、

绘制 PLC 外部控制线路并正确分析、改编较为复杂控制要求程序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熟悉 PLC 的基础知识，掌握 PLC 的指令系统和编程

方法，能熟练运用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的编制，能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设计控制系统要

求，能够应用 PLC 完成实际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培养学生踏实严谨的学习

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养成爱岗敬业、一丝不苟，兢兢业

业、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 。

（一）素质

1．具有踏实严谨的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

2．培养遵守车间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以及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识；

3．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4．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知识

1．熟悉 PLC 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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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PLC 的主要性能指标、工作方式、安装布线的技术要求。

3．掌握 PLC 位逻辑指令的应用

4．掌握 PLC 数据处理指令的应用。

5．掌握 PLC 程序控制指令的应用。

6．掌握 PLC 编程的经验设计方法。

7．掌握 PLC 顺序控制梯形图的设计方法。

8．掌握变频器参数设置和联机通讯

9．掌握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及应用。

10．了解本专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及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三）能力

1．能熟练运用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的编制。

2．能进行 PLC 外部接线图设计。

3．能根据继电控制线路改造成 PLC 控制系统。

4．能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设计控制系统要求及编程。

5．能运用观察、实训、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

括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

6．能编制一般复杂程度的控制系统程序。

7．能熟练对 PLC 控制系统进行安装与日常维护。

8．能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企业的岗位需求，有机地融入理

论知识与操作技能，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化项目。形成“课堂教学与实训生产”产教

融合、工学一体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合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表 1 课程内容及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分配

1

电动机点动运

行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1、安全用电 知道安全用电常识 4
理论6实

训 12
2、点动运行的接触器线

路控制分析

能分析点动控制原理，绘制电

气原理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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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识 S7-200PLC
知道可编程控制技术的产生

及应用
2

4、初识

STEP7-Micro/WIN 编程

软件

会安装调试 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
2

5、PLC 硬件连接与调试
能按照接线图完成点动控制

硬件线路连接与调试
4

6、装载与输出指令的应

用

能用装载指令完成点动控制

程序设计
4

2

电动机连续运

行控制设计与

装调

1、连续运行的接触器线

路控制分析

能分析连续运行接触器控制

线路原理，绘制电气原理图
2

理论4实

训 8

2、与、或指令的应用

能利用与、或指令完成连续运

行控制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

调试硬件线路

4

3、STEP7-Micro/WIN 编

程软件的操作

能使用 STEP7-Micro/WIN 编

程软件完成程序编写
4

4、PLC 的工作原理 知道 PLC 的工作原理 2

3

电动机正反转

运行控制系统

设计与装调

1、正反转运行的接触器

线路控制分析

能分析双重连锁正反转接触

器控制线路原理，绘制电气原

理图

2

理论6实

训 4

2、S、R指令的应用

能利用 S、R 指令完成正反转

控制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

试硬件线路

4

3、PLC 的主要编程语言
知道 PLC 常用编程语言，会各

种编程语言的相互转换
2

4、梯形图的编程规则
知道梯形图的编写原则，正确

规范的编写程序
2

4

电动机 Y-△降

压起动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Y-△降压起动接触器

控制分析

能分析 Y-△降压起动接触器

控制线路原理，绘制电气原理

图

4

理论6实

训 10

2、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

的应用

知道定时器分辨率的意义，

能使用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

完成 Y-△降压起动控制程序

设计，能正确连接调试硬件线

路

4

3、断电延时定时器指令

的应用

能使用断电延时定时器指令

完成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程序

设计

4

4、有记忆通电延时定时

器的应用

能使用有记忆通电延时定时

器完成掉电保持程序的设计
2

5、逻辑堆栈指令的应用
能利用逻辑堆栈指令完成较

复杂梯形图的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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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动机的循环

起停控制系统

设计与装调

1、电动机循环起停控制

原理分析

知道电动机循环起停控制的

原理，制定实施方案
2

理论6实

训 10

2、增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增计数器指令完成电

动机循环起停控制的程序设

计，能正确连接调试硬件线路

4

3、边沿触发指令的应用
知道边沿触发指令的功能特

性
2

4、逻辑块连接指令的应

用

会使用逻辑块连接指令完成

较复杂梯形图的语句表转换
2

5、特殊存储器的应用
知道各个特殊存储器的功能

特性
2

6、减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减计数器指令完成停

车场程序的设计
4

6
抢答器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抢答器控制原理分析
知道抢答器的基本功能要求，

制定实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12

2、S7-200PLC 的基本数

据类型

知道 B、W、D、R 等不同数据

类型及其寻址范围
2

3、数据传送指令的应用

能利用数据处理传送指令完

成抢答器系统程序设计，能正

确连接调试硬件线路

4

4、段译码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段译码指令完成抢答

器组号显示功能
2

5、PLC 的寻址方式 知道 PLC 的寻址方式 2

6、数据块传送指令的应

用

能使用数据块传送指令完成

程序设计
4

7
跑马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跑马灯控制原理分析
知道跑马灯控制要求，制定实

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8

2、移位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移位指令完成跑马灯

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试硬

件线路

4

3、循环移位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循环移位指令完成跑

马灯程序设计
4

4、移位寄存器的应用 知道移位寄存器的功能特性 2

8
九秒倒计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九秒倒计时原理分析
知道九秒倒计时控制要求，制

定实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10

2、四则运算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四则运算指令完成跑

马灯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

试硬件线路

4

3、加 1/减 1 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加1或减1指令完成跑

马灯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

试硬件线路

4

4、逻辑运算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逻辑运算指令完成程

序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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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号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信号灯控制原理分析
知道信号灯的控制要求、制定

实施方法
2

理论4实

训 8

2、比较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比较指令完成信号灯

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试硬

件线路

4

3、时钟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时钟指令完成信号灯

分时段运行程序改造
4

4、数制转换指令的应用
知道数制转换指令的功能特

性
2

10

闪光频率控制

系统设计与装

调

1、闪光频率控制原理分

析

知道闪光频率控制要求，制定

实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6

2、跳转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跳转指令完成闪光频

率控制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

调试硬件线路

4

3、分频电路的分析
能使用定时器指令完成分频

电路的设计
2

4、循环指令的应用 知道循环指令的功能特性 2

11
霓虹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霓虹灯控制原理分析
知道霓虹灯控制要求，制定实

施方案
2

理论2实

训 62、子程序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子程序指令完成霓虹

灯控制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

调试硬件线路

4

3、变量存储器的应用 知道变量存储器的功能特性 2

12
流水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1、流水灯控制原理分析
知道流水灯控制要求，制定实

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6

2、中断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中断指令完成流水灯

程序设计，能正确连接调试硬

件线路

2

3、结束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结束指令完成流水灯

程序设计
2

4、停止指令的应用
能使用停止指令完成流水灯

程序设计
2

5、看门狗指令的分析 知道看门狗指令的功能特性 2

13

多种容易混合

控制系统设计

与装调

1、多种溶液混合控制原

理分析

知道多种溶液混合控制要求，

制定实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10

2、顺序控制指令的应用
知道顺序控制指令的功能特

性
4

3、单序列状态功能图的

绘制

能根据工作流程绘制单序列

状态功能图
2

4、顺序控制设计法的应

用

能使用顺序控制设计法完成

多种溶液混合控制程序设计，

能正确连接调试硬件线路

6

14 全自动洗衣机 1、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原 知道全自动洗衣机控制要求， 2 理论4实



40

控制系统设计

与装调

理分析 制定实施方案 训 8

2、可选择性序列的特性

分析

能根据故障流程绘制可选择

性序列的状态功能图
4

3、可选择性序列的应用

能使用可选择性序列状态功

能图完成全自动洗衣机程序

设计

6

15

十字路口交通

灯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1、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

原理分析

知道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原

理，制定实施方案
2

理论4实

训 8

2、并行序列的特性分析
能根据工作流程绘制并行序

列的状态功能图
4

3、并行序列的应用

能使用并行序列状态功能图

完成十字路口交通灯程序设

计

6

16

电动机多段速

变频调速设计

与装调

1、变频器安装与调试 会安装调试变频器 2

理论6实

训 18

2、变频器参数设置
能使用说明书正确设置变频

器参数
2

3、变频器操作模式切换
能分别在面板和外部模式下

操作变频器实现电机调速
2

4、3段速变频调速
能正确设置参数，完成电动机

3段速变频调速设计与调试
6

5、7段速变频调速
能正确设置参数完成电动机7

段速变频调速设计与调试
6

6、15 段速变频调速
能正确设置参数完成电动机

15 段速变频调速设计与调试
6

合计 216
72 理论

144 实训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熟悉可编程控制技术，有较丰富的

可编程控制器程序编写的经验，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

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企

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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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

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

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名，高级讲师职称比

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主讲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

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的地

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

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熟悉可编程控制技术，了解技术发展前景，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可编程控制实训室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两间，每间实训室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

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PLC、变频器操作手册等教学资源库；同时每间实

训室设置 12 个实训工位，每个工位配备 PLC 综合实训台 1台、计算机 1台、变频器 1

台、触摸屏 1 台、异步电动机 2 台、连接导线若干以及常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在理论

教学区中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计算机四台，并安装 Step7-Micro/Win、MCGS 仿真软

件及课程素材资源库。

表 2 校内实训室一览表

实训内容：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相关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PLC 综合实训台 套 24 24 0.5 套

必备

2 计算机 台 24 24 0.5 台

3 变频器 台 24 24 0.5 台

4 触摸屏 台 24 24 0.5 台

5 异步电动机 台 48 48 1 台

6 万用表 块 24 24 0.5 块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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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表 3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励

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业

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PLC 应用技术（西门子）》（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史宜巧，侍寿永主

编。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PLC 与变频器应用技术项目教程》，段刚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第 1 版本。

《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计教程》，柳春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3 第 1 版本。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

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

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可以利用“中国工控网”“计成培训网”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

作化；参考精品课程西门子 PLC 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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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作 PLC 教学课件，防止照本宣科。

可编程技术及应用论坛 http://www.jcpeixun.com/emailregister.aspx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技成培训网 http://www.jcpeixun.com/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可编程技术应用》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坚持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引导文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引导文使学生了解、收集项目咨询，制定项

目计划，记录项目实施过程，故障检修登记。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

学习和工作效率。

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

评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

力。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

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案例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产品加工、检测和

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享，

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PLC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资

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试等

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1、评价标准

本课程采用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组织方式，课程学习评价注重对工作、学习过程的考

核。通过过程考核来评定其学业成绩。各个项目单元成绩累加形成该学习领域课程的

成绩。课程考核包括过程考核与项目单元实践考核，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

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具体如下表：

http://www.jcpeixun.com/emailregister.aspx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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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评价标准一览表

考核分类 考核方式 考核时间 比例
占总成绩

比例

过程

考核

课堂理论测试 课堂提问、案例讨论分析课堂 20%

20%出勤、作业 作业检查、课堂考勤
作业 10 次，每堂课考

勤
30%

工作任务
分组设计、制作、

实验报告撰写

共 10 次、

10 份报告
50%

实 践

考核

项目考核 项目操作考试、小组评定共 10 次 70%
50%

综合考核 技能考核 1次 30%

期 末

考试

主要考核学生对该课

程的综合应用能力
笔试 共 1次 30%

2.考核内容

表 5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

内容

电动机点动

运行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

调

1、安全用电

2、点动运行的接触器线路控制分析

3、S7-200PLC 简介

4、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简介

5、PLC 硬件连接与调试

6、装载与输出指令的应用

1、安全用电

2、装载与输出

指令

1、点动控制系统程

序设计

2、PLC 硬件连接与

调试

电动机连续

运行控制设

计与装调

1、连续运行的接触器线路控制分析

2、与、或指令的应用

3、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的操作

4、PLC 的工作原理

1、PLC 工作原

理

2、与、或指令

1、连续运行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2 、

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的操作

电动机正反

转运行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正反转运行的接触器线路控制分析

2、S、R 指令的应用

3、PLC 的主要编程语言

4、梯形图的编程规则

1、S、R指令

2、梯形图编程

规则

正反转运行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电动机 Y-△

降压起动控

制系统设计

与装调

1、Y-△降压起动接触器控制分析

2、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的应用

3、断电延时定时器指令的应用

4、有记忆通电延时定时器的应用

5、逻辑堆栈指令的应用

1、三种定时器

指令

2、逻辑堆栈指

令

Y-△降压起动接触

器控制系统设计与

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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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200 系列

PLC 与变频

器的通信

1、变频器的主要参数功能简述及应

用

2、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的接线、参数设

置及调试

变频器常用参

数的功能

PLC 与变频器的外

部链接、多段速的

设计及实现

电动机的循

环起停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电动机循环起停控制原理分析

2、增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3、边沿触发指令的应用

4、逻辑块连接指令的应用

5、特殊存储器的应用

6、减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7、增/减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1、三种计数器

指令

2、边沿触发指

令

3、特殊存储器

电动机循环起停控

制系统设计与装调

抢答器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抢答器控制原理分析

2、S7-200PLC 的基本数据类型

3、数据传送指令的应用

4、段译码指令的应用

5、PLC 的寻址方式

6、数据块传送指令的应用

1、数据传送指

令

2、段译码指令

抢答器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跑马灯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跑马灯控制原理分析

2、移位指令的应用

3、循环移位指令的应用

4、移位寄存器的应用

1、移位指令

2.循环移位指

令

跑马灯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九秒倒计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九秒倒计时原理分析

2、四则运算指令的应用

3、加 1/减 1 指令的应用

4、逻辑运算指令的应用

1、四则运算指

令

2、加 1/减 1指

令

九秒倒计时系统设

计与装调

信号灯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信号灯控制原理分析

2、比较指令的应用

3、时钟指令的应用

4、数制转换指令的应用

1、比较指令

2、时钟指令

1、信号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2、分时段运行信

号灯控制系统设计

与调试

闪光频率控

制系统设计

与装调

1、闪光频率控制原理分析

2、跳转指令的应用

3、分频电路的分析

4、循环指令的应用

1、跳转指令

2.循环指令

1、分频电路程序设

计与调试

2.闪光频率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调

霓虹灯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霓虹灯控制原理分析

2、子程序指令的应用

3、变量存储器的应用

子程序指令 霓虹灯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流水灯控制

系统设计与

装调

1、流水灯控制原理分析

2、中断指令的应用

3、结束指令的应用

4、停止指令的应用

中断指令 流水灯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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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门狗指令的分析

多种容易混

合控制系统

设计与装调

1、多种溶液混合控制原理分析

2、顺序控制指令的应用

3、单序列状态功能图的绘制

4、顺序控制设计法的应用

顺序控制指令 1、绘制单序列状态

功能图

2、多种容易混合控

制系统设计与装调

全自动洗衣

机控制系统

设计与装调

1、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原理分析

2、可选择性序列的特性分析

3、可选择性序列的应用

可选择性序列 1、绘制可选择性序

列状态功能图

2、全自动洗衣机控

制系统设计与装调

十字路口交

通灯控制系

统设计与装

调

1、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原理分析

2、并行序列的特性分析

3、并行序列的应用

并行序列 1、绘制并行序列状

态功能图

2、十字路口交通灯

控制系统设计与装

调

电动机多段

速变频调速

设计与装调

1、变频器安装与调试

2、变频器参数设置

3、变频器操作模式切换

4、3 段速变频调速

5、7 段速变频调速

6、15 段速变频调速

无 1、变频器安装与调

试

2、变频器参数设置

3、变频器操作模式

切换

4、3 段速变频调速

设计与装调

5、7 段速变频调速

设计与装调

6、15 段速变频调

速设计与装调

3、考核方式与内容

本课程编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笔试；实习操作采取一人一工位现场实操考试，

所考内容为综合训练内容。具体考核方式如下：实习操作按操作熟练程度等级

及质量测验分数、平时作业分数、考试分数为依据；实习报告即学生所写实习

报告的质量和水平；出勤率，迟到、早退一次扣 5 分，旷课一次扣 10 分；病假、

事假每课次扣 1 分（累计达总课次 1/3 课次以上），上报系办处理；安全文明生

产与实习纪律，以“实习纪律”及“违章违纪登记卡”为评定依据，违犯实习

纪律、安全文明生产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一次者，扣 20%；违纪二次（含二次）

以上的，上报系办（建议停课处理）。

在考核的过程中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方法，采用阶段（过程性）评价，目标评

价，项目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模式。在评价的过程中可采用的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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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手段由：观测、现场操作、提交实验报告。应用这种考核方式重点为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能力）提供场地和机会，

也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予特别鼓励。

4、考核结论

表 6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

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讲

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确

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工

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可编程控制技术典型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工作

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可编程控制技术案例，实现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

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可编程控制技术案例引入课

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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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看

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

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让

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

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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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床线路安装与检修》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机床线路安装与检修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108 学时（理论 36 学时，实训 72 学时），6学分

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程，是以研究常用机床电气线路的组成、工作过程、安装与检修方法及其在

生产机械上的应用为主的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同时是为机电设备操作企

业、售后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从事产品制造、安装、调试、维护、运行或销售

工作岗位培养电气控制专业技能的必修课程，也是维修电工及其他相关专业职业资格

考证内容之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和使用常用机床电气线路中

的低压电器；熟悉常用机床电气线路的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检测及故障排除；能

正确设计、绘制简单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图、布置图及其安装图，并正确分析、检修常

用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

识和严谨、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及触类旁通和团队合作的素养。

（一）素质

1、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思维。

（二）知识

1、熟悉常用机床的作用、型号及其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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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常用机床控制线路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3、熟悉常用机床控制线路元器件的选择方法；

4、掌握常用机床控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方法；

5、掌握常用机床控制线路的检测及故障排除方法；

6、理解简单机床控制线路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及其故障排除方法。

（三）能力

1、能正确安装与调试常用机床线路；

2、能识读常用机床控制线路图，并能对其电气控制线路进行正确接线和分析；

3、能正确使用电工仪表检测常用机床控制线路故障并排除；

4、能设计、安装、调试及检测简单机床控制线路。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针对机电技术应用的实际，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

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

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检修电工》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及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以典

型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调试、检测及其故障排除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更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一体化教学”，并对

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及过程进行系统检验、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充分体现“在做

中学，在学中做”的教学思想，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表 1

序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CA6150 型车床电

气控制线路的安

装与调试

1、CA6150 型车床的认识
知道 CA6150 型车床的电气

原理

理论 2

实训 6

2、CA6150 型车床电气控制线

路的安装

能按照电气原理图完成

CA6150 车床线路安装

3、CA6150 型车床电气控制线

路调试

能根据控制要求调试CA6150

车床线路

2 CA6150 型车床电 1、常用机床检修的检修原 知道电阻法、电压法测量线 理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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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控制线路的检

修

则、检修思路、检修过程和

检修方法

路故障 实训 8

2、CA6150 型车床的典型故障

分析与检修

能检查、排除 CA6150 型车床

的典型故障

3

M7120 型平面磨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1、M7120 型平面磨床的认识
知道 M7120 型平面磨床的电

气控制原理

理论 4

实训 6

2、M7120 型平面磨床电气控

制线路的安装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完成 M7120 型平面磨床的线

路安装

3、M7120 型平面磨床电气控

制线路调试

能根据控制要求调试 M7120

型平面磨床

4

M7120 型平面磨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检修

1、M7120 型平面磨床的典型

故障分析

知道 M7120 型平面磨床的典

型故障现象和原因 理论 2

实训 82、M7120 型平面磨床的典型

故障检修

能正确使用工具仪表检查排

除 M7120 型平面磨床故障

5

T68 型卧式镗床电

气控制线路的安

装与调试

1、T68 型卧式镗床的认识
知道 T68 型卧式镗床的电气

控制原理

理论 4

实训 6

2、T68 型卧式镗床电气控制

线路的安装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安装 T68 型卧式镗床电气线

路

3、T68 型卧式镗床电气控制

线路调试

能根据控制要求调试 T68 型

卧式镗床

6

T68 型卧式镗床电

气控制线路的检

修

1、T68 型卧式镗床的典型故

障分析

知道 T68 型卧式镗床的典型

故障现象和原因
理论 2

实训 82、T68 型卧式镗床的典型故

障检修

能正确使用工具和仪表检

查、排除 T68 型卧式镗床故

障

7

X62W 型万能铣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1、X62W 型万能铣床的认识
知道 X62W 型万能铣床的电

气控制原理

理论 4

实训 6

2、X62W 型万能铣床电气控制

线路的安装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接线图

安装 X62W 型万能铣床电气

线路

3、X62W 型万能铣床电气控制

线路调试

能根据控制要求调试 X62W

型万能铣床

8

X62W 型万能铣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检修

1、X62W 型万能铣床的典型故

障分析

知道 X62W 型万能铣床典型

故障现象和原因
理论 4

实训 82、X62W 型万能铣床的典型故

障检修

能正确使用工具和仪表检

查、排除 X62W 型万能铣床故

障

9

Z3050 型摇臂钻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1、Z3050 型摇臂钻床的认识
知道 Z3050 型摇臂钻床的电

气控制原理 理论 4

实训 62、Z3050 型摇臂钻床电气控

制线路的安装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接线图

安装 Z3050 型摇臂钻床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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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控制线路

3、Z3050 型摇臂钻床电气控

制线路调试

能根据控制要求调试 Z3050

型摇臂钻床

10

Z3050 型摇臂钻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检修

1、Z3050 型摇臂钻床的典型

故障分析

知道 Z3050 型摇臂钻床的典

型故障现象和原因 理论 4

实训 82、Z3050 型摇臂钻床的典型

故障检修

能正确使用工具仪表检查、

排除 Z3050 型摇臂钻床故障

11 综合实训

1、简单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

设计

掌握简单机床控制线路电气

原理 理论 2

实训 62、简单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

故障检修

能正确使用工具仪表检查排

除机床线路故障

合计
理论 36

实训 72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熟悉普通机床设备，有较丰富

的机床安装、调试和维修的经验，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

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

格。

2.课程团队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

用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

任教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

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

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

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

师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名，高级讲师职称

比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主讲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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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

职称，熟悉普通机床设备，了解技术发展前景，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

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实训室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 1间，实训室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

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操作手册等教学资源库；同时实训室设置 16 个实

训工位，每个工位配备机床线路综合实训台 1 台、异步电动机 3 台、连接导线若干以

及常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在理论教学区中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计算机四台，并安装

课程素材资源库。

表 2

实训内容：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相关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机床线路综合实训

台
套 16 16 0.25 套

必备
2 异步电动机 台 48 48 1 台

3 万用表 块 16 16 0.25 块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表 3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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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

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以“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选

择以任务驱动为教学法将理论融于实操训练中的一体化教材。

采用教材：《常见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黄立君主编，中国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4 年出版，第 1版。

采用校本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电气控制基础电路安装与调试》，岳丽英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出

版，第 4版；

《电气控制线路设计、安装与调试》，鲁珊珊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第 1版。

《常见机床电气检修一点通》，陈海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出版；第 2

版。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

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

制作 plc 教学课件，同时在大学城个人空间内与学生进行网上教学。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机电之家 http://www.jdzj.com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世界大学城 http://worlduc.com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工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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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普通机床设备维护保养案例，实现专

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

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

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普通机床设备电气控制、

维护保养案例引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

法等教学方法。

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实

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一进

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

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每位指导教师负

责组织和指导 30～36 位学生，学生分组控制在 4～ 5人／组。

七、学习评价

1、评价标准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2、考核内容

表 4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CA6150 型 车 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1、CA6150 型车床的认识

2、CA6150 型车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CA6150 型

车床的工

CA6150 型车床电气

控制线路的安装与



56

安装与调试 3、CA6150 型车床电气控制线路调试 作原理及

其型号含

义

调试

CA6150 型 车 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检修

1、常用机床检修的检修原则、检修思路、检

修过程和检修方法

2、CA6150 型车床的典型故障分析与检修

常用机床

检修的检

修原则、

检修思

路、检修

过程和检

修方法

CA6150 型车床的典

型故障检修

M7120 型平面磨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安装与调试

1、M7120 型平面磨床的认识

2、M7120 型平面磨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3、M7120 型平面磨床电气控制线路调试

M7120 型

平面磨床

的工作原

理及其型

号含义

M7120 型平面磨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安

装与调试

M7120 型平面磨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检修

1、M7120 型平面磨床的典型故障分析

2、M7120 型平面磨床的典型故障检修
无

M7120 型平面磨床

的典型故障检修

T68 型卧式镗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安装与调试

1、T68 型卧式镗床的认识

2、T68 型卧式镗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3、T68 型卧式镗床电气控制线路调试

T68 型卧

式镗床的

工作原理

及其型号

含义

T68 型卧式镗床电

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与调试

T68 型卧式镗床

电气控制线路的

检修

1、T68 型卧式镗床的典型故障分析

2、T68 型卧式镗床的典型故障检修

无 T68 型卧式镗床的

典型故障检修

X62W 型万能铣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安装与调试

1、X62W 型万能铣床的认识

2、X62W 型万能铣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3、X62W 型万能铣床电气控制线路调试

X62W 型万

能铣床的

工作原理

及其型号

含义

X62W 型万能铣床电

气控制线路安装与

调试

X62W 型万能铣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检修

1、X62W 型万能铣床的典型故障分析

2、X62W 型万能铣床的典型故障检修 无

X62W 型万能铣床的

典型故障检修

Z3050 型摇臂钻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安装与调试

1、Z3050 型摇臂钻床的认识

2、Z3050 型摇臂钻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

3、Z3050 型摇臂钻床电气控制线路调试

Z3050 型

摇臂钻床

的工作原

理及其型

号含义

Z3050 型摇臂钻床

电气控制线路安装

与调试

Z3050 型摇臂钻

床电气控制线路

的检修

1、Z3050 型摇臂钻床的典型故障分析

2、Z3050 型摇臂钻床的典型故障检修 无

Z3050 型摇臂钻床

的典型故障检修

综合实训 1、简单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 无 简单机床电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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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单机床电气控制线路的故障检修 线路故障检修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注重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闭卷考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考

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取向。闭卷考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

操作考核是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把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入到实践教

学中。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缩短毕业生的社会

适应期。

表 5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

主体

考核

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

教师

一体化

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5%
1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

教师

机床检

修实

训室

实操
常用电气元器件的检测与

检修
8%

60%

实操 各机床电气线路的安装 12%

实操 各机床电气线路的调试 8%

实操 各机床电气线路的检测 16%

实操
各机床电气线路的常见故

障分析及其排除
16%

综合知识
任课

教师

机床检

修实

训室

笔试+实

操
综合知识 30% 30%

4、考核结论

表 6 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

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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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

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明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

型工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普通机床设备安装与维护典型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普通机床设备安装与维护案例，实

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

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

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普通机床设备维护保养

案例引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

方法。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

能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

过学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知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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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108 学时（理论 32 学时，实训 76 学时），6学分

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主要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选

修课程，是从研究配电柜一、二次回路控制线路的基本工作原理为主的集理论与技能

操作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同时是为机电设备操作企业，电力生产和供电销售企业、大

中型企业培养电气控制专业技能的必修课，也是维修电工职业资格考证内容之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正确掌握选用、安装、检测和使用开关柜中常用高低压

电器，熟悉高低压开关柜的基本原理、安装、维护及开关柜基本控制线路的原理，能

正确设计、绘制简单开关柜基本线路并正确分析、检修基本线路的能力，同时培养学

生养成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及严谨、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团

队合作的素养。

（一）素质

1.培养学生养成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程的工作意识；

2.培养学生养成严肃认真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

3.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思想理念；

4.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思维理念。

（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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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高低压开关柜的基本工作原理；

2.熟悉高低压电器元件的结构、工作原理；

3.熟悉高低压开关柜各种基本电气控制线路的结构和原理；

4.掌握高低压电器元件使用场合和型号规格的选择方法；

5.掌握开关柜电气线路安装方法；

6.了解开关柜电气线路安装工艺要求；

7.熟悉开关柜电气线路的调试方法；

8.掌握开关柜电气线路检修方法的步骤；

9.掌握电工技能实训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能力

1.能正确选用，拆装，维修常用高低压电器元件；

2.能识读开关柜电器控制原理图，根据电气控制原理图并能对电气控制线路进行

正确接线和分析；

3.能正确使用电工仪表检测开关柜控制线路故障并排除；

4.能设计简单的开关柜控制电路。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结合机电技术应用的实际，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

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以

《国家职业技能工厂变配电技术》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及工厂典型工作任务，以典

型高低压配电柜电路设计为载体，有机地融入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更具有针对性

和选择性及科学性。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一体化教学”，并对每个工作任务的完

成情况及过程进行系统检验、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充分体现了“学中做，做中学”的

教学理念。重点培育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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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电力系统

概论

1.电力系统组

成

1.了解发电的概念；电力系统的基本要求;

2.掌握发电厂发电形式和能量转换过程;

3.掌握电力系统和电网的概念;

4.能区分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

5.能区分区域电网和地方电网.

1

理论

2实

操 2

2.电力系统的

电压

1.了解额定电压概念，电气设备额定电压标准;

2.了解工厂低高压配电电压的选择原则;

3.能熟练使用万用表检测三项四线制低压供电电

压.

1

3.安全用电常

识

1.熟知安全电压，安全电流标准;

2.熟悉触电危害及急救措施，掌握用电安全常识;

3.能正确掌握触电急救方法;

4.能熟练地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施救;

2

2

工厂变配

电所的电

气设备

1.高压一次设

备

1.掌握高压开关柜的作用，型号含义等;

2.掌握变压一次设备的功能，分类，型号含义等;

3.能识别高压开关柜各元件的名称作用.

2

理论

2实

操 4
2.低压成套配

电装置

1.掌握低压配电柜的作用，型号含义等;

2.掌握低压配电箱的作用，型号含义等;

3.能识别低压配电柜，低压配电箱各元件的名称，

作用.

4

3

GGD 动力

配电箱电

气元件安

装接线与

检修

1.空气开关，

熔断器，交流

接触器，按钮

的选用及检修

1.熟悉空气开关，熔断器，交流接触器，按钮，时

间继电器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熟记其图

形符号和文字;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空气开关，熔断

器，交流接触器，按钮，时间接触器.

2

理论

4实

操 8

2.电气原理图

的识读

1.熟悉符号和掌握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和

方法;

2.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气控制线

路接线及检修

1.熟知动力配电箱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用万用

表检测元件的方法;

2.能正确熟练地进行动力配电箱控制线路接线安

装检修并使用万用表检测元件的好坏.

8

4

GGD-1AA

低压进线

1.隔离开关，

真空断路器，

高压熔断器，

电流互感器，

电压表，电流

表，有功电变

表无功电变表

1.熟悉隔离开关，真空断路器，高压熔断器电流互

感器，电压表，电流表，有功电变表，无功电变表

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

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隔离开关，高压

熔断器，电流互感器，电压表，电流表，有功电度

表，无功电度表.

2

理论

4实

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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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电气元

件安装控

制线路接

线与检修

的选择及检修

2.电器原理图

的适读

1.熟悉和掌握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和方

法;

2.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气控制线

路接线及维修

1.熟知低压进线柜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用万用

表检测元件的方法;

2.能正确熟练地进行进线柜控制线路接线安装，检

修并能用万用表检测元件的好坏.

8

5

GGD-3AA

低压出线

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

线与检修

1.刀开关，断

路器，电流互

感器，电流表

的选用与检

修。

1.熟悉到开关，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的功

能，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

符号和文字符号;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刀开关，断路器，

电流互感器，电流表.

2

理论

4实

操 6

2.电气原理图

的识读。

1.熟悉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和方法;

2.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器控制线

路的接线与检

修。

1.熟知低压出线柜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万

用表检测元件的方法;

2.能正确熟练地进行出线柜控制线路接线安装、检

修并能用万用表检测电气元件的好坏.

6

6

GGJ-2AA

低压电容

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

线与检

1.刀开关，电

流互感器，电

压表，电流表，

断路器，交流

接触器，电容

器的选用与检

修

1.熟悉刀开关，电流互感器，电压表，电流表，断

路器，交流接触器，电容器的功能，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其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刀开关，电流互

感器，电压表，电流表，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电

容器.

2

理论

4实

操 6
2.电气控制线

路原理图的识

度

1. 熟悉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和方法;

2.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气控制线

路和接线及检

修

1.熟知低压电容柜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用

万用表检测元件的方法;

2.能正确熟练地进行电容柜控制线路接线安装，接

线并能用万用表检测电气元件的好坏.

6

7

XGB15-121

0KV 进 线

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

线

1.隔离开关、

真空断路器、

高压熔断器、

电压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

综合保护带电

显示器。避雷

器的互用及检

1.熟悉隔离开关、真空熔断器、高压熔断器、电压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综合保护带电显示器、避雷

器的功能、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型含义，图形符号

和文字符号;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隔离开关、真空

熔断器、高压熔断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综合保护带电显示器、避雷器.

2

理论

4实

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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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2.电气原理图

的识别
1.熟悉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

2.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气控制线

路接线及检修

1.熟知 10KV 进线柜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利用万

能表检测元件的方法;

2.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10KV 进线柜控制线路安装检

修并能用万能表检测元件的好坏.

8

8
XGN15-121

0KV 出 线

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

线

1.隔离开关、

真空断路器、

接地开关、电

流互感器综合

保护，带电显

示的选用及检

修。

1.熟悉隔离开关、真空开关断路器、接地开关、电

流互感器综合保护、带电显示器的功能，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型号含义、熟记图形符号和文字

符号;

2.能正确识别选择、安装、使用隔离开关、真空断

路器、接地开关、电流互感器综合保护、带电显示

器.

4

理论

6实

操 12

2.电气原理图

的识读。

1. 熟悉绘制、识读电气原理图的原则;

2.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出布置图和接线图.
2

3.电气控制线

路接线及检修

1.熟悉 10KV 进线柜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和利用万

用表检测元件的好坏;

2.能正确熟练的进行 10KV 出线柜控制线路安装、

检修并能用万用表检测电气元件的 好坏.

12

9
综合实训

1.简单配电柜

电路设计

1.通过老师提出控制要求，检验学生简单配电柜电

路的设计能力和元器件选用知识的掌握水平;

2.能正确按照设计图纸安装接线幷通电调试.

12

理论

2实

操 222.基本线路故

障检修

1.通过描述故障现象、学生书面分析故障范围、并

写出故障分析报告;

2.能正确使用常用电工仪表查找故障点，并排除.

12

合计 108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应该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操

作能力，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

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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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团队

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

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

主讲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

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

职称，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

实施要求出发，按照“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

建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实训室基本配置

实训内容：用于电子装配、电子检修、岗位综合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配电柜 个 30 10 4 人一组

必备

2 空气开关 个 30 60 1 个

3 交流接触器 个 30 60 2 个

4 熔断器 个 30 150 5 个

5 时间继电器 个 30 60 1 个

6 按钮开关 个 30 100 1 个

7 剥线钳 个 30 60 1 个

8 尖嘴钳 个 30 60 1 个

9 十字起子 个 30 30 1 个

10 一字起子 个 30 60 1 个

4.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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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

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

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工基础》邵展图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出版，

第 4版

《工厂变配电技术》，唐志忠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 年出版，第 1

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

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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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课程实践性较强，

因此要加强学生实操练习。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价

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

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

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

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

并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

学，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边练，

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配电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

的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

试等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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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概论

1.了解发电的概念；电力系统的基本要

求

2.掌握发电厂发电形式和能量转换过

程

3.掌握电力系统和电网的概念

1.能区分一次能源

和二次能源

2.能区分区域电网

和地方电网

1.了解额定电压概念，电气设备额定电

压标准

2.了解工厂低高压配电电压的选

1.能熟练使用万用

表检测三项四线制

低压供电电压

3.安全用电常识 1.熟知安全电压，

安全电流标准，

2.熟悉触电危害

及急救措施，掌握

用电安全常识

1.能正确掌握触电

急救方法

2.能熟练地进行人

工呼吸和胸外挤压

法施救

工厂变配电所

的电气设备

1.高压一次设备 1.掌握高压开关

柜的作用，型号含

义等

2.掌握变压一次

设备的功能，分

类，型号含义等

1.能识别高压开关

柜各元件的名称作

用

2.低压成套配电装置 1.掌握低压配电

柜的作用，型号含

义等

2.掌握低压配电

箱的作用，型号含

义等

1.能识别低压配电

柜，低压配电箱各

元件的名称，作用

GGD 动力配电

箱电气元件安

装接线与检修

1.空气开关，熔断器，交流接触器，按

钮的选用及检修

1.熟悉空气开关，

熔断器，交流接触

器，按钮，时间继

电器的功能，基本

结构，工作原理，

熟记其图形符号

和文字

1.能正确识别，选

择，安装，使用空

气开关，熔断器，

交流接触器，按钮，

时间接触器

2.电气原理图的识读 1.熟悉符号和掌

握绘制，识读电气

原理图的原则和

方法

1.能根据电气原理

图绘制出布置图和

接线图

3.电气控制线路接线及检修 熟知动力配电箱

控制线路的工作

原理和用万用表

检测元件的方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动力配电箱控制线

路接线安装检修并

使用万用表检测元

件的好坏

GGD-1AA 低 压

进线柜电气元

1.隔离开关，真空断路器，高压熔断器，

电流互感器，电压表，电流表，有功电

熟悉隔离开关，真

空断路器，高压熔

能正确识别，选择，

安装，使用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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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安装控制线

路接线与检修

变表无功电变表的选择及检修 断器电流互感器，

电压表，电流表，

有功电变表，无功

电变表的功能，基

本结构，工作原

理，型号含义，熟

记其图形符号和

文字符号

关，高压熔断器，

电流互感器，电压

表，电流表，有功

电度表，无功电度

表

2.电器原理图的适读 熟悉和掌握绘制，

识读电气原理图

的原则和方法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

绘制出布置图和接

线图

3.电气控制线路接线及维修 熟知低压进线柜

控制线路的工作

原理和用万用表

检测元件的方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进线柜控制线路接

线安装，检修并能

用万用表检测元件

的好坏

GGD-3AA 低 压

出线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线与

检修

1.刀开关，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流

表的选用与检修。

熟悉到开关，断路

器，电流互感器，

电流表的功能，基

本结构，工作原

理，型号含义。熟

记其图形符号和

文字符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

安装、使用刀开关，

断路器，电流互感

器，电流表。

2.电气原理图的识读。

熟悉绘制、识读电

气原理图的原则

和方法。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

绘制出布置图和接

线图。

3.电器控制线路的接线与检修。

熟知低压出线柜

电气控制线路的

工作原理和万用

表检测元件的方

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出线柜控制线路接

线安装、检修并能

用万用表检测电气

元件的好坏。

GGJ-2AA 低 压

电容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线与

检修

1.刀开关，电流互感器，电压表，电流

表，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电容器的选

用与检修

熟悉刀开关，电流

互感器，电压表，

电流表，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电容

器的功能，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型

号含义，熟记其图

形符号和文字符

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

安装，使用刀开关，

电流互感器，电压

表，电流表，断路

器，交流接触器，

电容器

2.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的识度 熟悉绘制识读电

气原理图的原则

和方法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

绘制出布置图和接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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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气控制线路和接线及检修 熟知低压电容柜

电气控制线路的

工作原理和用万

用表检测元件的

方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电容柜控制线路接

线安装，接线并能

用万用表检测电气

元件的好坏

XGB15-1210KV

进线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线

1.隔离开关、真空断路器、高压熔断器、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综合保护带

电显示器。避雷器的互用及检修

熟悉隔离开关、真

空熔断器、高压熔

断器、电压互感

器、电流互感器、

综合保护带电显

示器、避雷器的功

能、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型含义，图

形符号和文字符

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

安装、使用隔离开

关、真空熔断器、

高压熔断器、电压

互感器、电流互感

器、综合保护带电

显示器、避雷器

2.电气原理图的识别 熟悉绘制、识读电

气原理图的原则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

绘制出布置图和接

线图

电气控制线路接线及检修 熟知 10KV 进线柜

控制线路的工作

原理和利用万能

表检测元件的方

法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10KV 进线柜控制线

路安装检修并能用

万能表检测元件的

好坏

XGN15-1210KV

出线柜电气元

件安装接线

1.隔离开关、真空断路器、接地开关、

电流互感器综合保护，带电显示的选用

及检修。

熟悉隔离开关、真

空开关断路器、接

地开关、电流互感

器综合保护、带电

显示器的功能，基

本结构，、工作原

理、型号含义、熟

记图形符号和文

字符号。

能正确识别选择、

安装、使用隔离开

关、真空断路器、

接地开关、电流互

感器综合保护、带

电显示器。

2.电气原理图的识读。

熟悉绘制、识读电

气原理图的原则。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

绘制出布置图和接

线图。

3.电气控制线路接线及检修 熟悉 10KV 进线柜

控制线路的工作

原理和利用万用

表检测元件的好

能正确熟练的进行

10KV 出线柜控制线

路安装、检修并能

用万用表检测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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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

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

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

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

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在教学内容体材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训，实训和主要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

于教学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理念；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供配电所企业设备电气控制

配电柜案例，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融为一体。

2.在实施具体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训相结合和的教学方式，坚持少讲多做，

以做为主突出重点，难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3.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水平和实际能力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

固材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努力摸索新的教学模式，

坏 元件的 好坏。

综合实训 1.简单配电柜电路设计 通过老师提出控

制要求，检验学生

简单配电柜电路

的设计能力和元

器件选用知识的

掌握水平

能正确按照设计图

纸安装接线幷通电

调试

2.基本线路故障检修 通过描述故障现

象、学生书面分析

故障范围、并写出

故障分析报告

能正确使用常用电

工仪表查找故障

点，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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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交学生分析为题和解决为题的能力。

4.在教学手法上选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配电柜设备案例引入课堂教

学，采用区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激发学生对学

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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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算机辅助绘图》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绘图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及应用、电子技术、高电、维修电工培训班学生

学时学分：108 学时，占 6学分。

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一门专业能力拓展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的选修课。本课程通过讲练结合、以练为主的一体化教学模式，使学生掌握 CAD 绘图

软件的图形绘制、编辑和尺寸标注方法，能正确阅读和绘制一般零件图，所绘图样做

到符合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CAD 软件的应用、平面图识读与绘制、基本三视图识读与

绘制、组合三视图识读与绘制、零件图识读与绘制、出图设置与图形转换等。

三、课程目标

根据课程的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的要求，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通过本课程学习，

使学生具备技术制图的基本知识，掌握投影基本原理,熟悉制图国家标准、具有一定的

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能够正确识读简单机械图和建筑图、一般电气图等；具有能够使

用手工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AutoCAD2007）完成一般零件图和简单装配图绘制、简

单建筑图、一般电气图的技能，并具有技术资料查询与自学能力和团结协作、敬业爱

岗、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为今后进一步提高和从事技术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一）素质

1.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3.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基本素质；

4.培养学生触类旁通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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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学生遵守车间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具有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

意识；

（二）知识

1.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

2.熟悉技术制图、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3.掌握基本体、组合体视图表达方法和尺寸标注方法；

4.熟悉 AUTOCAD2007 使用的基本知识；

5.掌握几何作图的基本知识；

6.熟悉标准件、常用件、机械零件图、装配图绘制的规定；

7.熟悉建筑图和电气图表达特点和规定画法。

（三）能力

1.能够在 AutoCAD2007 环境下绘制复杂几何图形；

2.能够正确识读和绘制组合体的视图和尺寸；

3.能够熟练识读和绘制一般机械零件图；

4.能够正确识读一般装配图和绘制简单部件的装配图；

5.能够绘制中等复杂组合体的轴测图；

6.能够正确绘制简单的建筑施工图；

7.能够正确绘制电气图。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结合机电技术应用的实际，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

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以《制

图员》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引入了《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及与制图

有关的其他国家标准和 CAD 通用技术规范。。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任务驱动法”，

并对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及过程进行系统检验、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充分体现了

“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理念。重点培育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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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 课时分配

（课时）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1

AutoCAD

2007 软

件认知与

使用

AutoCAD2007 软件的

主要功能和工作界面

了解 AutoCAD2007 软件的主要功能；

熟悉 AutoCAD2007 软件的工作界面；

能够认识 AutoCAD2007 制图软件；

能够应用 AutoCAD2007 创建、保存和打开、

转换图形文件；
4

理论 2

实操 2

2

制图的基

本知识和

技能

1.制图国家标准的基

本规定

掌握《技术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了解图线、尺寸、比例的基本规定；

能正确使用绘图仪器，按国家标准手工绘

制平面图；
2

理论 2

实操 4
2.制图平台的使用 掌握常用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能在 AutoCAD2007 中正确确定图幅、比例、

字体、线型，正确分析图形构成，正确绘

制平面图；

2

3.几何图形的绘制
掌握平面图形分析方法和作图方法和步

骤；
能够徒手绘制平面图形； 2

3

点、直线、

平面的投

影以及基

本体的投

影

1.投影的形成及其特

性

了解投影的形成方法；

掌握投影的基本性质;
能够看懂物体的三视图； 2

理论 2

实操 8

2.三面投影体系的形

成

掌握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熟悉 AutoCAD2007 中投影体系的建立方

法；

能够根据两视图绘制第三视图： 2

3.点和直线的投影

掌握点的三面投影特性，了解重影点的概

念；

掌握各种位置直线的种类、名称和投影特

性；

能正确分析点、直线的投影； 2

4.平面的投影
掌握各种位置平面的种类、名称和投影特

性；

能够正确分析平面的投影；

能够在 AutoCAD2007 中三维建模设置、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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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坐标系统，会使用捕捉、追踪、正交功

能，会使用控制图形的显示（缩放视图、

平移视图、鸟瞰 视图）功能，正确使用查

询图形信息（距离查询、面积查询、查询

质量特性、查询点坐标）功能；

5.基本体的投影、截

断及相贯

掌握平面立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的点和

回转体投影及其表面上点的位置确定的

方法；

掌握截交线的形成原理和画法；

掌握相贯线的形成原理和画法；

熟悉AutoCAD2007中绘制基本体及截交线

和相贯线的画法；

能够正确分析平面立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

的点和回转体投影及其表面上点的位置；

能够在 AutoCAD2007 中绘制基本体及截交

线；

能够在AutoCAD2007中绘制基本体连贯线；

2

4
平面图识

读与绘制

1.机件的各种表达方

法及应用；
掌握机件的各种表达方法； 能够认识各种机件的表达方法； 2

理论 2

实操 22.常用二维绘图命

令；
掌握常用二维绘图命令的使用方法；

能够使用基本二维图形对象命令（点、直

线、射线、构造线、矩形、多边形、圆、

椭圆、圆弧、多段线、样条曲线、云线等）；

2

5

基本三视

图识读与

绘制

1.常用基本三视图绘

图命令；

掌握常用基本三视图绘图命令的使用方

法；
能够使用基本三视图的绘图命令； 2

理论 1

实操 32.基本三视图的绘

制；
掌握基本三视图的绘制方法； 能够绘制简单的基本三视图； 2

6 组合三视

图识读与

绘制

1.组合体的构成

了解组合体的组合方式、组合体表面的连

接关系；

掌握组合体上的截交线、组合体上的相贯

能够正确分析和绘制组合体上的截交线、

相贯线、过渡线；
2

理论 2

实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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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组合体上的过渡线的画法；

2.组合体三视图的画

法

掌握组合体制图的步骤及图形的布置方

法；
能够正确绘制组合体三视图； 2

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和识读

掌握组合体尺寸标注的基本知识、组合体

尺寸标注的注意事项；

掌握组合体的读图方法和步骤；

能够正确绘制组合体三视图，并合理标注

尺寸；

能够在 AutoCAD2007 中绘制组合体视图及

标注尺寸；

2

7
图样的绘

制

1.视图的画法和应用
掌握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和局部视

图的画法和应用；

能够正确运用基本视图绘制图样，并合理

标注尺寸；

能够在 AutoCAD207 中绘制图样；

2

理论 2

实操 6

2.剖视图的画法和应

用

掌握剖视的概念、剖视图的种类、剖切形

式；掌握画剖视图的方法步骤，及其剖面

符号和剖视图的标注；

能够正确运用剖视图绘制图样，并合理标

注尺寸；

能够在 AutoCAD207 中绘制图样；

2

3.断面图与其它表达

方法

了解第三角投影法，掌握断面图（移出断

面、重合断面）的应用、局部放大图和简

化画法。

能够正确运用断面图绘制图样，并合理标

注尺寸；

能够在 AutoCAD207 中绘制图样；

4

8
轴测图的

绘制

1.轴测图的形成
了解轴测投影的性质、轴间角和轴向伸缩

系数、轴测图的分类；
能够对轴测图进行简单分析； 2

理论 2

实操 6
2.正等测图的绘制

了解正等测投影体系的性质，掌握正等测

图的绘制及正等测图的剖视画法；
能够正确绘制正等测图； 2

3.斜二测图的绘制
了解斜二测投影体系的性质，掌握斜二测

图的绘制及斜二测图的剖视画法；
能够正确绘制斜二测图； 4

9
标准件和

常用件的
1.螺纹和螺纹紧固件

掌握国家标准规定的螺纹和螺纹紧固件

的画法；

能够正确绘制螺纹和螺纹紧固件，并能够

正确标注尺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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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理论 4

实操 10

2.键和销 掌握国家标准规定的键和销的画法；
能够正确绘制键和销，并能够正确标注尺

寸；
4

3.齿轮的规定画法 掌握国家标准规定的齿轮的规定画法； 能够正确绘制齿轮，并能够正确标注尺寸； 4

4.滚动轴承和弹簧
掌握国家标准规定的滚动轴承和弹簧画

法；

能够正确绘制滚动轴承和弹簧，并能够正

确标注尺寸；
4

10 零件图识

读与绘制

1.零件图的作用和内

容

熟悉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能够通过零件图知道零件各部分的形状和

结构；
4

理论 4

实操 10

2.零件的视图选择 掌握零件的视图选择原则和方法；
能够根据零件的结构形状合理选择零件图

的视图；
2

3.常见零件的分析与

表达
掌握零件图绘制的基本步骤； 能够绘制常见零件，并对其进行简单分析； 2

4.零件图的标注 掌握零件图的标注原则；
能够对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进行标注；

能够对表面结构代号进行标注；
2

5.零件图的识读 零件图的读图方法和步骤；

能够识读简单零件图；

能够通过识读零件图，对机器发生电气故

障时进行简单的维修调试；

4

11 装配图的

绘制 1.装配图的作用和内

容

熟悉装配图的作用、装配图的内容、标题

栏和明细栏；

掌握装配图的规定画法、装配图的特殊表

达方法；

能够简单分析装配图的作用及其内容； 2

理论 5

实操 92.装配图的绘制 掌握装配体的视图选择原则； 能够正确绘制装配图； 4

3.装配图的标注 掌握装配图标注的基本知识； 能够正确对装配图进行标注； 4

4.装配图的识读 装配图的读图方法和步骤；
能够正确识读和绘制中等复杂程度部件装

配图；
4

12 建筑图和

电气图的
1.建筑图

了解房屋的组成及其作用、掌握施工图的

分类；

能够正确绘制简单建筑图；

能够正确阅读简单建筑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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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掌握施工图的图示特点，掌握施工图中常

用的符号；

理论 4

实操 8

2.电气图

掌握电气图的分类和特点；

熟悉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项目代号，

掌握电气图的绘制规则；

能够绘制一般电气图； 6

13 图 形 输

入、输出

与打印

1.模型空间与图纸空

间
了解模型空间、图纸空间二者的不同；

能够切换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

能够设置布局、管理布局和对页面进行设

置；

2
理论 2

实操 2

2.图形的输入与输出
掌握输入、输出图形的方法；

掌握 CAD 软件打印图纸的快速设置；
能够打印常规的零件图； 2

合计 108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

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

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

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

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

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2.课程团队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和计算机操作功底以及一定

的电气绘图操作工作经历，具备完整的工程制图知识，具有熟练使用 AutoCAD 2007 绘

制工程图技能；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

法进行计算机辅助绘图的教学。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和维修电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法组织教

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电气控制线路图设计及分析的能力，能够熟练使用

AutoCAD 2007 绘制工程图；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计算机辅助绘图 CAD 实训室

建立计算机机房一间，机房配备计算机操作工位 40 个，每台计算机安装 AutoCAD

2007 版软件，并且每台计算机安装相关的文字输入及处理软件，配备课程相关的素材资

源库，机房应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教师机安装教师机软件，方便监控学生的学习以及

收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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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内容：计算机辅助绘制 CAD 相关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计算机 套 40 40 1 台

必备

2 实训台、椅 台 40 40 1 台

3
AutoCAD 2007 版软

件
个 40 40 一个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

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

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

织编写，2014 年 08 月第五版《工程识图与 AutoCAD》，王希波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出版社，2011 年出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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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及 CAD》（含习题集）刘淑琴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工程制图》，路大勇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工程制图习题集》，叶青玉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AutoCAD2007 基础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

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 plc

教学课件，同时在大学城个人空间内与学生进行网上教学。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成人教育课程网站，

http://jpkch.xzcat.edu.cn:8010/Introduction/kcjs.htm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机电之家 http://www.jdzj.com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计算机辅助绘图 CAD》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坚持教、学、做合一，

比较适合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演示法、实践教学法等。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价

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力。通

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程来

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

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

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教学，

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边练，以此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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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

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计算机辅助绘图CAD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机电一体化专业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资源运用到

本课程的教学中。尤其是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源的利用，能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充

分利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云上实训平台，进行在线实训和在线测试。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

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

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

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试；

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课程期评成绩=

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1）训练项目过程考核：对学生完成每个项目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包括学习纪

律、学习态度、安全规范、设备保养、项目作业与作品等评价指标，所有训练项目评价

的平均值为课程过程考核分值。

（2）综合实训作品考核：学生完成本课程学习和实训后，应对学生进行综合实训

考核。综合考核项目应包含基本训练项目，并进行科学组合设计。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AutoCAD2007 软

件认知与使用

CAD 软件的主要功能和工作界

面

AutoCAD2007 软 件 的

认知

AutoCAD2007 软件的

操作界面

制图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

1.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2.制图平台的使用

3.几何图形的绘制

CAD 制图国家标准的

相关知识；
几何图形的绘制；

点、直线、平面

的投影以及基本

体的投影

1.投影的形成及其特性

2.三面投影体系的形成

3.点和直线的投影

投影的特性，点、直线、

平面的投影相关知识；

截交线、相贯线的形成

AutoCAD2007 中三维

建模设置、建立坐标

系统，会使用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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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面的投影

5.基本体的投影、基本体的截

断、基本体的相贯

原理； 追踪、正交功能，会

使用控制图形的显示

（缩放视图、平移视

图、鸟瞰视图）功能；

基本体及截交线和相

贯线的画法；

平面图识读与绘

制

1.机件的各种表达方法及应

用；

2.常用二维绘图命令；

3.平面图的绘制；

机件的各种表达方法；

常用二维绘图命令的

使用；

平面图的绘制；

基本三视图识读

与绘制

1.常用基本三视图绘图命令；

2.基本三视图的绘制；
三视图绘制方法； 基本三视图的绘制；

组合三视图识读

与绘制

1.组合体的构成

2.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和识读

组合体制图的步骤及

图形的布置方法；组合

体尺寸标注的基本知

识；

绘制组合体上的截交

线、相贯线、过渡线；

绘制组合体三视图，

并合理标注尺寸；

图样的绘制

1.视图的绘制和应用

2.剖视图的绘制和应用

3.断面图与其它表达方法

剖视的概念、剖视图的

种类、剖切形

式；

运用基本视图、剖视

图、断面图绘制图样，

并合理标注尺寸；

轴测图的绘制

1.轴测图的形成

2.正等测图的绘制

3.斜二测图的绘制

轴测投影的性质、轴间

角和轴向伸缩系数、轴

测图的分类；正等测投

影体系、斜二测投影体

系的性质；

正等测图的绘制及正

等测图的剖视画法；

斜二测图的绘制及斜

二测图的剖视画法；

标准件和常用件

的绘制

1.螺纹和螺纹紧固件

2.键和销

3.齿轮的规定画法

4.滚动轴承和弹簧

认识螺纹和螺纹紧固

件；键和销；齿轮的规

定画法；滚动轴承和弹

簧；

螺纹和螺纹紧固件的

画法、键和销的画法、

齿轮的规定画法、滚

动轴承和弹簧画法；

零件图识读与绘

制

1.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2.零件的视图选择

3.常见零件的分析与表达

4.零件图的标注

5.零件图的识读

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零件的视图选择；

识读和绘制零件图，

并合理标注；

装配图的绘制

1.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2.装配图的绘制

3.装配图的标注

4.装配图的识读

装配图的作用、装配图

的内容；装配体的视图

选择原则；装配图标注

的基本知识；

识读和绘制中等复杂

程度部件装配图；

建筑图和电气图

的绘制

1.建筑图

2.电气图

房屋的组成及其作用；

施工图中常用的符号；

阅读施工图的步骤；电

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

项目代号；

绘制简单建筑图；

阅读简单建筑图；

绘制一般电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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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输入、输出

与打印

1.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

2.图形的输入与输出
输入和输出

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

的相互转换；

图形的输入与输出；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

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

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

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工

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实现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

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

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引入课

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

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

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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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

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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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180 学时（理论 60 学时，实训 120 学时），10 学分

开课学期：第五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业

基础选修课程，通过讲练结合、以练为主的一体化教学模式，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实践动

手能力，会简单的气路、电路识图及布线；能正确分析自动生产线设备的工作原理、工

作过程；掌握自动线的安装和调试技能；学会自动线运行过程的监控、故障检测和排除

技能；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学生的观察及分析能力、

团队协助、沟通表达等能力和综合素质，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其未

来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学生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前对所学专业知识的一次综合应用，是学生在校

的一次大练兵。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掌握机械、气动、传感器、电机与拖动、电子电路、电气控

制、PLC 及网络控制等诸多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机电一体化与自动化技术综合应用

水平，锻炼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同时养成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素质；具备

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具备一定的创

新和自我发展能力。

（一）素质

1、培养学生的诚实守信、稳重踏实、勤恳厚道的职业道德观念；

2、培养学生好学、严谨、谦虚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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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并养成爱岗敬业、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

4、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5、培养学生创新、竞争意识；

6、培养学生项目管理应用的能力。

（二）知识

1、熟悉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系统的结构和基本功能；

2、掌握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常用机械结构和装置的工作原理；

3、掌握传感器等电气元件的结构、特性、应用和选择规则；电气元件安装工艺，

调整、检测元件安装精度方法；

4、掌握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和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

5、掌握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系统的 PLC 控制程序的设计及调试；

6、掌握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常用电路、电气、传感、控制等元器件的工作原

理与选用；

7、能够读懂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的操作、拆装、调试、控制软硬件设计、维

护以及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方法。

（三）能力

1、能正确识别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上常用机械结构和电气、气动、检测等元

器件；

2、能正确使用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上的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

3、能按照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的机械、电气、气路系统原理图进行元器件的

选用、连接与调试；

4、能拆装各种自动化机构与元器件；

5、能正确操作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进行硬件配置、程序设计、并实施控制；

6、能正确操作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的各个模块单元；

7、能够维护保养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系统；

8、能进行典型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系统常见故障的排除。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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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体现了“基于工作过程”获得岗位基本技能的指导思想，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

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

践融为一体，以项目训练为平台，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技能实训室和实训基地为

支撑，以获取典型产品的加工能力为目标，以“六步法”为教学方法，充分展现专业对

接产业、教学场景对接生产场景、专业技能对接职业岗位能力的对应性，以情境为单位

组织教学、以典型案例为引导，辅助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就与发展的需要。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注重实用、够用的原则，

结合实例及典型工作任务，更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一体化

教学”，并对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系统地检验、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充分体

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教学思想。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表 1

序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自动化生产线的

认识

1、 自动化生产线的组成与

功能

知道自动化生产线的组成

与功能
理论 16

实训 12
2、 一般机械动作原理 知道机械控制原理

3、 传感器在自动化生产线

上的应用
会安装调试传感器

2
上料检测单元的

安装与调试

1、磁性开关的使用 和光电

传感器的使用

能安装调试磁性开关和光

电传感器

理论 8

实训 18

2、传感器检测技术 知道传感器检查原理

3、上料检测单元的气缸工作

及气动回路控制

知道上料检测气缸工作原

理

4、上料检测单元的电气控制 会安装调试上料检测单元

3
搬运分拣单元的

安装与调试

1、搬运分拣单元的气缸工作

及气动回路控制

知道搬运分拣气动控制原

理
理论 8

实训 18
2、搬运分拣单元的电气控制 会安装调试搬运分拣单元

4
加工与检测单元

的安装与调试

1、加工与检测单元的气缸工

作及气动回路控制

知道加工与检测单元气动

控制原理 理论 8

实训 182、加工与检测单元的电气控

制

会安装调试加工与检测单

元

5
搬运安装单元的

安装与调试

1、搬运安装单元的气缸工作

及气动回路控制

知道搬运安装单元气动控

制原理
理论 8

实训 18
2、搬运安装单元的电气控制 会安装调试搬运安装单元

6
分类单元的安装

与调试

1、分类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

动回路控制

知道分类单元气动控制原

理
理论 6

实训 18
2、分类单元的电气控制 会安装调试分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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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控单元的安装

与调试

1、主控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

动回路控制

知道主控单元气动控制原

理
理论 6

实训 18
2、主控单元的电气控制 会安装调试主控单元

合计
理论 60

实训 120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熟悉自动化生产线工作流程，有

较丰富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操作、检修的经验，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

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

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

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

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

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

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

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双师资

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历；能够

示范检修自动化生产线电气故障；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项目教

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的教学。

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

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法组织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设

计能力、较强设备检修维护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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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实训室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 1间，实训室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配

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操作手册等教学资源库；同时实训室设置 32 个实训

工位，每 4个工位配备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台 1台、异步电动机 2台、计算机一台，

PLC 1 台，变频器 1台，触摸屏及通讯线一套，连接导线若干以及常用电工工具和仪表；

在理论教学区中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计算机四台，并安装 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

及 MCGS 仿真软件及课程素材资源库。

表 2

实训内容：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相关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训台
套 32 8 0.25 套

必备

2 异步电动机 台 32 16 0.5 台

3 万用表 块 32 8 0.25 块

4 S7-200 系列 PLC 台 32 8 0.25 台

5 变频器 台 32 8 0.25 台

6 昆仑通泰触摸屏 块 32 8 0.25 块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表 3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5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2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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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选择

以任务驱动为教学法将理论融于实操训练中的一体化教材。

采用教材：《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吕景泉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 年出

版第一版本。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维护》，鲍风雨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第 1版

本。

《自动线与工业机械手技术》，王建明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4 版本。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可以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等网络资

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

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

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 PLC 教学课件，防止照本宣科。

可编程技术及应用论坛 http://product.china-pub.com/203502#ml

中国工控网 www.gongkong.com

网易电气 www.co188.com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传感器世界 www.sensorworld.com.cn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工

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液压与气压安装与调试案例，实现专业

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

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

http://www.gongkong.com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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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案例引入课

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每个工作任务都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

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一进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学

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建议学生分组控制在

4～ 5人／组。

七、学习评价

1、评价标准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

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

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

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试；

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作技能。课程

期末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2、考核内容
表 4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内容

自 动化 生产

线的认识

1、 自动化生产线的组成与功能

2、 一般机械动作原理

3、 传感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应用

自动化生产线
的 组 成 与 功
能；一般机械
动作原理；

操作光机电一体
化实验装置

上 料检 测单

元 的安 装与

调试

1、磁性开关的使用 和光电传感器的使

用

2、传感器检测技术

3、上料检测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回

路控制

4、上料检测单元的电气控制

磁性开关和光
电传感器的组
成及其工作原
理

安装和调试上料
检测单元的气动
控制回路及PLC控
制程序

搬 运分 拣单

元 的安 装与

调试

1、搬运分拣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回

路控制

2、搬运分拣单元的电气控制

分析分拣单元
的组成及工作
过程

安装和调试分拣
单元的气动控制
回路及PLC控制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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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工与 检测

单 元的 安装

与调试

1、加工与检测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

回路控制

2、加工与检测单元的电气控制

分析加工与检
测单元的组成
及工作过程

安装和调试加工
与检测单元的气
动控制回路及 PLC
控制程序

搬 运安 装单

元 的安 装与

调试

1、搬运安装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回

路控制

2、搬运安装单元的电气控制

分析搬运安装
单元的组成及
工作过程

安装和调试搬运
安装单元的气动
控制回路及PLC控
制程序

分 类单 元的

安装与调试

1、分类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回路控

制

2、分类单元的电气控制

分析分类单元
的组成及工作
过程

安装和调试分类
单元的气动控制
回路及PLC控制程
序

主 控单 元的

安装与调试

1、主控单元的气缸工作及气动回路控

制

2、主控单元的电气控制

分析主控单元
的组成及工作
过程

安装和调试主控
单元的气动控制
回路及PLC控制程
序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注重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闭卷考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考虑

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取向。闭卷考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操

作考核是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 把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入到实践教学

中。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缩短毕业生的社会适

应期。

表 5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

主体

考核

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教

师

一体化

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15%
2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教

师

光机电一

体化实训

室

实操 自动化生产线的认识 4%

50%

实操
上料检测单元的安装与

调试
10%

实操 搬运单元的安装与调试 6%

实操
加工与检测单元的安装

与调试
6%

实操 搬运单元的安装与调试 6%

实操 分类单元的安装与调试 8%

实操 主控单元的安装与调试 10%

综合知识
任课教

师

一体化教

室
笔试 综合知识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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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

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

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拓展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

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工

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日常维护典型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日常维护案例，

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

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

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日常

维护案例引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

学方法。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

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

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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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

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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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控车削加工》课程标准

一、 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数控车削加工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数控技术应用

学时学分：186学时，占 10学分

开课学期：第 3、4学期

二、课程概述

《数控车削加工》是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基于岗位职业标准

和工作过程，以行动导向为基础的模块式教学做一体化的课程。本课是在学生学习了钳

工技能实训、车工技能实训、机械基础、机械制图、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电工基础等

课程的基础上，以典型零件为载体培养学生分析零件图纸的能力、数控车床加工工艺分

析编制、数控程序编写、数控车床操作、零件质量检测控制等职业能力。有机地融入理

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形成“课程模块对接岗位能力”的模块化课程。教学评价按照过程

控制、持续改进的原则，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评价学生的综合

职业能力。

三、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建立互换性、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高质量产品的概念；能正确识

读机械图样上公差、配合及表面粗糙度，并能熟练查阅相关国家标准；能正确选择和使用生产现场

的常用量具对一般的几何量进行综合检测。

(二)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的工作态度；

2.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勤恳踏实的职业态度；

3.培养学生与人沟通能力、团结协作的精神；

4.培养学生认真负责、遵章守纪的职业作风；

5.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环保意识。

6.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不断创新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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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识目标

1.熟悉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作规程；

2.了解数控车床的基本结构；

3.认识不同车刀、钻头的结构、功能；

4.掌握数控车削编程 S、T、F、M、G等指令代码及其编程格式；

5.熟悉数控车床维护保养规程；

6.掌握切削用量合理选用的相关知识；

7.认识常用工具、夹具、量具的结构、功能；

8.掌握利用粗加工、精加工控制尺寸的方法；

9.掌握简单轴类的编程与加工及仿真应用；

10.掌握简套类的编程与加工；

11.掌握复杂轴类的加工；

12.掌握复杂套类的编程与加工；

13.掌握配合件的编程与加工。

（四）能力目标

1.能够根据图纸正确选用不同刀具；

2.能规范填写工序卡、刀具卡；

3.能对工件进行对刀和建立工件坐标系；

4.能够读懂零件的加工程序；

5.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及外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测量零件；

6.能够看懂零件图上公差要求、尺寸要求、平行度要求等；

7.能够利用粗加工、精加工控制零件尺寸精度；

8.能够利用宇龙仿真软件对不同零件进行仿真加工；

9.能熟练操作数控车床，掌握机床操作面板的应用；

10.能根据简单轴类的零件图纸进行编程与加工；

11.能根据简单套类的零件图纸进行编程与加工；

12.能根据复杂轴类的零件图纸进行编程与加工；

13.能根据复杂套类的零件图纸进行编程与加工；

14.能根据配合件图纸进行编程与加工。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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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水平、企业的需求，以典型零件为载

体，培养学生数控车削加工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形

成“课程项目对接岗位能力”的模块化课程。实施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教学评价按照过程控制、持续改进的原则，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重点评价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表 1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表

序号 学习模块 主要学习内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操

一 简单轴类零件的加工

1.圆柱销的加工 4 8

2.芯轴的加工 4 8

3.连接销轴的加工 4 8

4.球头手柄的加工 4 8

二 简单套类零件的加工

1.止推套的加工 4 8

2.钢套的加工 4 8

3.螺母的加工 6 8

三 复杂轴类零件的加工

1.螺旋千斤顶芯轴的加工 6 10

2.限位活塞的加工 6 10

3.三球手柄的加工 6 10

四 复杂套类零件的加工 1.卸料套的加工 6 10

2.导向套的加工 6 12

五 盘类零件的加工 1.法兰盘的加工 6 12

总计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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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表

教学模块 教学任务 教学任务 技能要求 教学条件 学时安排

简单轴类

零件的加

工

任务一：圆

柱销的加

工

1．熟悉车间管理规程，6S 管理，数控车床

安全操作规程；

2.了解数控车床;

3.了解仿真软件的界面，认识华中数控系统

操作面板；

4.认识数控车床及坐标系；

5.了解华中数控车削系统 S、T、M03、M04、

M08、M09、M05 指令及 MDI 操作；

6.了解外圆车刀的几何形状；

7.了解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的使用方法；

8.了解机床保养与维护。

1．能够读懂圆柱销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够正确使用手动或手轮控制坐标轴的运动方向；

3.能正确进行数控车削工件装夹；

4.能正确装夹外圆车刀、切断刀；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 MDI 及手动完成圆柱销加工；

6.能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

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任务二：

芯轴的加

工

1.程序的基本结构；

2.熟悉数控车床坐标系及 G00、G01、M02、

M30、G94、G95、F、S、T 等指令含义及编

程格式；

3.数值计算；

4.了解切槽刀的几何形状；

5. 对刀操作及参数设置；

6. 芯轴的程序编制；

7. 宇龙仿真软件--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

板：编辑模式、自动运行模式 、单段运行

模式（实际操作必须进行程序校验）。

1.能够读懂芯轴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够读懂芯轴的加工程序；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芯轴模拟加工；

4.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相应

参数；

5.能正确录入程序、校验程序；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芯轴

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芯轴；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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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连接销轴

的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熟悉 G80、G04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

编程方法；

3.切削用量相关知识；

4.掌握宇龙数控仿真软件的界面及功能；

6.了解外圆刀、切槽刀的切削用量选择；

7.不同沟槽的加工方法；

8.连接销轴的程序编制。

1．能够读懂连接销轴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

序卡、刀具卡；

2．能够编写连接销轴的部分加工程序；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连接销轴模拟加工；

4．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切槽

刀的刀偏参数；

5.能正确录入程序、校验程序；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连接

销轴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连接销轴；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任务四：

球头手柄

的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熟悉 G02、G03、G32、等指令含义及编程

格式及编程方法；

3.熟悉 60°普通三角形螺纹的尺寸计算；

4.了解外螺纹刀的几何形状;

5.了解螺纹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6.了解外螺纹程序编制。

1．能够读懂球头手柄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

序卡、刀具卡；

2．能够正确使用 G02、G03、G32 进行程序编写；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球头手柄模拟加工；

4．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外螺

纹刀的刀偏参数；

5.能正确录入程序、校验程序；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球头

手柄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螺纹千分尺、

螺纹环规球头手柄；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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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套类

零件的加

工

任务五：

止推套的

加工

1.各种套类零件的装夹方法与要求；

2.了解内孔车刀的几何形状；

3.熟悉内孔车刀基本装刀、对刀方法；

4.了解内孔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5.了解内孔的程序编制；

6.了解中心钻、麻花钻的几何形状；

7.熟悉掉头加工的基本方法；

8.了解内径千分尺的结构功能及使用方法。

1．能够读懂止推套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序

卡、刀具卡；

2．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止推套模拟加工；

3．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内孔

车刀的刀偏参数；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连止

推套加工；

6.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测量止推套；

7.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任务六：

钢套的加

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掌握不同材料内孔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3.掌握 G80 圆锥孔程序编制；

4.掌握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G42、G40）

指令的应用；

5.熟悉圆锥轮廓的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1．能够读懂钢套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正确编写钢套的加工程序;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钢套模拟加工；

4．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相应

参数；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钢套

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钢套；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2

任务七：

螺母的加

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了解内螺纹车刀的几何形状；

3.熟悉内螺纹的尺寸计算；

4.熟悉内螺纹程序编制；

5.认识螺纹塞规。

1．能够读懂螺母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螺母模拟加工；

4．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相应

参数；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螺母

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螺纹塞规测量螺

母；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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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轴类

零件的加

工

任务八：

螺旋千斤

顶芯轴的

加工

1.掌握 G71、G76 指令的编程方法；

2.掌握外圆锥的计算、及编程方法；

3.掌握外沟槽的计算、编程方法；

4.掌握大螺距外螺纹的编程及加工方法；

5.认识螺纹千分尺。

1．能够读懂螺旋千斤顶芯轴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够编写螺旋千斤顶芯轴的加工程序；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螺旋千斤顶芯轴模拟加工；

6．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螺旋

千斤顶芯轴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外螺纹千分尺测

量螺旋千斤顶芯轴；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6

任务九：

限位活塞

的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熟悉 G74、G75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

编程方法；

3.掌握宽槽、深槽的编程、加工方法；

4.认识端面槽刀；

5.掌握端面槽刀的编程及加工方法。

1．能够读懂限位活塞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够编写限位活塞的加工程序；

3．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限位活塞模拟加工；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限位

活塞加工；

7.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限位活塞；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6

任务十：

三球手柄

的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掌握、G73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

方法；

3.认识 35°刀尖角外圆车刀；

4.熟悉一夹一顶的装夹方法和加工要求；

5.G02、G03 编过象限圆弧的方法；

6.掌握圆弧连接节点的计算。

1．能够读懂三球手柄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

序卡、刀具卡；

2．能够正确使用 G02、G03、G73 进行程序编写；

3．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连三

球手柄一夹一顶加工；

6.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R规测量三球手柄；

7.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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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套类

零件的加

工

任务十一：

卸料套的

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铝件材料特性；

3.铝件加工的刀具选择；

4.切削用量的选择；

5.卸料套的工艺分析；

卸料套的程序编制。

1.能够读懂卸料套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正确编写卸料套的加工程序；

3．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相应

参数；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卸料

套加工；

6.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塞

规测量卸料套；

8.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6

任务十二：

导向套的

加工

1.掌握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车床安全操

作规程；

2.内沟槽车刀的几何形状；

3.掌握内沟槽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4.掌握内沟槽的程序编制。

1.能够读懂导向套图纸，了解加工工艺；

2.能正确编写导向套的加工程序

3．能够在 MDI 模式和手动模式下，正确对刀及设置相应

参数；

5．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导向

套加工；

6.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百分表测量导向套；

7.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8

盘类零件

的加工

任务十三：

法兰盘的

加工

1.掌握 G72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

方法；

2.了解盘类零件的装夹；

3.了解盘类零件的程序编制。

1．能够读懂法兰盘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序

卡、刀具卡；

2．能够正确使用 G72 进行程序编写；

3．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式下完成连法

兰盘加工；

4.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法兰盘；

5.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填写设备使用相关表格。

多 媒 体 教

室+数控仿

真 CAD/CAM

实训室+数

控 车 削 加

工实训室

18

合计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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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

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

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

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

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

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控加工能力，懂得

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1）专任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

业中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具有扎实的数控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历，

熟悉利用机床进行零件的分析和加工能力；能够示范操作数控机床加工；能够指导学生

采用情境教学法、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数控工艺的编制。

（2）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

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和数控车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并指导学生实践操

作；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对不

同方法聘请的行业技术骨干，应签订相应协议，制定灵活的授课时间表。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实

施要求出发，按照集“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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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表 3一体化实训教室基本情况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功能 工位

1 钳工实训室
钳台、台钻、平板、

方箱

锯、錾、锉、钻、扩、铰、攻

丝、套丝、装配
50

2 车削加工实训室 普通卧式车床
车外形、内孔、螺纹、沟槽、

圆锥、圆弧、曲线
30

3
数控仿真 CAD/CAM 实

训室
计算机、一体机、网络

CAD 绘图，CAM 编程、仿真模

拟
50

4 数控车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车床、计算机
编程车外形、内孔、螺纹、沟

槽、圆锥、曲线
25

5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铣床、计算机
编程铣外形、型腔、螺纹、曲

线
25

6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典型零件、各类量具 量具的操作使用 50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表 4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5 车工、磨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5 钳工、数车、加工中心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车工、数车、齿轮工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30 车工、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20 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30 钳工、装配、加工中心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钳工、车工、数车、装配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20 钳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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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

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数控车削加工一体化教程》，韩鸿鸾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第 1版

本。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

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

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数控车削加工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坚持

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引导文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引导文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资讯收集、

计划、产品工艺、编程、加工实施、检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

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

实施、评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

通能力。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

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案例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产品加工、检

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

率。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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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数控实训室及数控仿真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

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试等

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

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

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

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 o的知识考

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考核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验考核主要考察对机械零件

的认识。课程期评成绩=过程考核×30%+阶段考核×20%+期末考试成绩×50%。

1、评价标准

本课程采用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组织方式，课程学习评价注重对工作、学习过程的

考核。通过过程考核来评定其学业成绩。各个模块单元成绩累加形成该学习任务的成绩。

课程考核包括过程考核与实践结果考核，具体如下：

表 5 课程考核评定标准表

考核分类 考核方式 考核时间 比例
占总成绩

比例

过程

考核

课堂理论测试
课堂随机提问

实训室分组
课堂 30%

30%出勤 考勤 每堂课考勤 30%

操作考核 机床操作及零件加工 课堂随堂完成相关操作 40%

阶段

考核
任务考核

任务相关理论考试 任务完成相关理论 50%

20%

实际操作考试 任务完成零件加工 50%

综合

考核

中级职业技能鉴

定考试

理论考试 课程完成考核理论 50%

50%

实际操作考试 课程完成考核操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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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学过程评价

学习任务名称：

表 6 学生自我评价（30%）

序号 评价项目 是 否

1 是否在本次课中严格遵守了课堂纪律，工作态度是否端正

2 是否按照安全文明生产要求，着装、设备保养是否规范

3 是否能够分析出零件的正确形体

4 是否能够正确识读（编写）工艺与程序

5 是否能够正确操作机床进行零件加工

6 正确检测零件，并判定是否合格

7 是否完成了小组分配的任务，小组工作圆满完成

8 是否认为自己在小组中不可或缺

9 在本次学习任务的学习过程中，是否主动帮助同学

10 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

合计

班级： 姓名：

表 7 小组评价（30%）

序号 评价项目 10 8 6

1 团队合作意识，注重沟通（沟通能力）

2 能自主学习及相互协作，尊重他人

3 学习态度积极主动，能参加安排的活动

4 服从教师的教学安排，遵守机床安全操作规程

5 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提出的学习建议

6 遵守学习场所的规章制度

7 工作岗位的责任心

8 学习主动

9 能正确接纳肯定和否定的意见

10 团队学习中主动与合作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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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人：
年 月 日

表 8 教师评价（40%）

序号 项 目
教师评价

10 8 6 4

1 按时上、下课

2 着装符合要求

3 遵守课堂纪律

4 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5 工具、量具、刀具使用规范

6 主动参与工作现场的 6S 工作

7 工作页填写完整

8
与小组成员积极沟通，并协助其他成

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9 会快速查阅各种手册等资料

10 零件加工合格程度（检测评价表）

综合评价

评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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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学习任务质量检测评价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评分标准 配分
学生自

检结果

小组检

测结果

教师检

测结果
得分

1

尺寸

精度

2

3

4

5

6

7

形状

位置

精度

8

9

10

11 表面

粗糙

度12

13

刀具

卡片

填写

14

工序

卡片

填写

15

程序

单编

制

16
机床

操作

17
安全

生产

备注

合 计 100 总分

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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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2、考核内容

表 10 课程任务考核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核项目内

容
理论主要内容

1

项目一：数控

编程基

1.数控宇龙仿真的基本操作；

2.了解数控车床;

3.数控车床及坐标系；

4.华中数控车削系统 S、T、M03、M04、M08、M09、M05 指

令及 MDI 操作；

5.**数控 GSK98T 系统 S、T、M03、M04、M08、M09、M05

指令及 MDI 操作。

项目二：数控

机床的基本

操作

1.数控宇龙仿真软件的基本操作；

2.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板；

3.**数控 GSK980T 车床操作面板；

4.确定毛坯、选择需要的刀具、机床准备、对刀、程序输

入、程序校验、自动方式、设定参数、手动方式、空运型

方式等；

5.安全操作与日常维护及保养。

项目三：简单

轴的编程与

加工

1.程序的基本结构；

2.数值计算；

3.数控车床坐标系及 G00、G01、M02、M30、G94、G95、F、

S、T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

4..切削用量。

项目四：圆弧

轴的编程与

加工

1. G02、G03、G32、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方法；

2.了解圆弧切削用量的选择；

3.了解圆弧程序编制。

2

项目五：阶梯

轴的编程与

加工

1. G80、G81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2.切削用量相关知识；

3.外圆刀、切槽刀的切削用量选择。

项目六：多槽

轴的编程与

加工

1.不同材料内孔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2.G80 圆锥孔程序编制；

3.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G42、G40）指令；

4.圆锥轮廓的尺寸计算。

项目七：圆盘

的编程与加

工

1.套类零件的装夹方法与要求；

2.内孔车刀的几何形状；

3.内孔车刀基本装刀、对刀方法；

4.内孔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5.内孔的程序编制；

6.中心钻、麻花钻的几何形状；

7.了解内径千分尺的结构功能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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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八：通孔

的编程与加

工

1.不同材料内孔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2. G80 圆锥孔程序编制；

3.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G42、G40）指令的应用；

4.圆锥轮廓的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项目九：螺纹

轴的编程与

加工

1.G82、G71、G76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2.外螺纹螺纹车刀的几何形状；

3.外螺纹车刀的刃磨方法；

4.外螺纹的安装；

5.螺纹环规；

6.螺纹检测。

项目十：葫芦

的编程与加

工

1.掌握 G73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2.认识 35°刀尖角外圆车刀；

3.G02、G03 编过象限圆弧的方法；

4.圆弧连接节点的计算。

4

项目十一：掉

头加工轴的

编程与加工

2. G74、G75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3.宽槽、深槽的编程、加工方法；

4.认识端面槽刀；

5.端面槽刀的编程及加工方法。

项目十二：酒

杯的编程与

加工

1. G72 等指令含义及编程格式及编程方法；

2.铝件材料特性；

3.铝件加工的刀具选择；

4.切削用量的选择。

5

项目十三：配

合件的编程

与加工

1.内沟槽车刀的几何形状；

2.内螺纹车刀的几何形状；

3.内沟槽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4.内螺纹车刀切削用量的选择；

5.内沟槽的程序编制；

6. 内螺纹的程序编制

7.配合件的加工方法

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

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

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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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建议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充分体现“结合典型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的设计思

想，参考相应行业企业职业资格标准确定本课程内容，尽可能的贴近行业实际要求，实

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中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出发，采用直观性教学，课堂讨

论，操作演示，或利用多媒体虚拟演示；帮助学生理解技术测量理论，建立产品的互换

性概念。联系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讲解，增强生动性、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参与性。

在教学方式上，采用讲、练结合的方式，要求精讲多练，以练为主，提高技能水平。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示范教学和分组操作相结合教学手段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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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控加工工艺》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数控加工工艺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数控技术应用

学时学分：64 学时，占 4学分

开课学期：第 3学期

二、课程概述

《数控加工工艺》是一门传授数控加工工艺相关理论知识的课程,是需要较强分析

能力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是在学生学习了钳工技能实训、车工技能实训、机械基础、

机械制图、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电工基础等课程之后所进行的数控加工理论知识的讲

授，结合企业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使学生能掌握数控加工工艺的基础理论知识。主要

内容包括：数控机床概述、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数控加工工艺基础、数控加工用刀具

与夹具系统、数控车床切削加工工艺、数控铣床切削加工工艺。通过教学做一体化，引

导学生进行工学结合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数控机床加工工艺分析制定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本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所必须

的数控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创新创业精神、

团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等优秀品质。

（一）素质

培养学生的诚实守信、稳重踏实、勤恳厚道的职业道德观念；养成爱岗敬业、一丝

不苟，兢兢业业、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培养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识。

（二）知识

1、掌握切削运动、切削用量选择、刀具切削部分几何形状和角度、刀具材料、零

件定位等基本原理。

2、熟悉数控车削、铣削等加工方法；了解各种机床的特点、工作原理、基本构成

和主要技术参数。

3、熟悉制定工艺规程步骤、拟定工艺的主要内容，能分析和编制简单件工艺规程。

4、熟悉数控车床、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的工艺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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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数控机床一般性维护与保养的方法。

（三）能力

1．能够对数控机床的切削运动、切削用量选择、刀具切削部分几何形状和角度、

刀具材料、零件定位等基本原理分析和计算；

2．理解数控加工常用指令的含义，能正确编制数控加工工艺；

3．会分析零件图，选择数控加工的工、量、夹具，制定包括轴类零件、套类零件、

盘类零件、平面类、箱体类不同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

4．会根据零件要求，合理选择工具、夹具，能正确进行零件的定位与装夹；

5．会根据典型零件进行工艺分析和制定；

6．具有制订生产要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7. 能对数控机床进行维护与保养以及一般故障进行排除；

8．具有信息交流和相互合作的能力。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水平、企业的需求，以典型零件为载体，

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化项目。形成“课堂教学与实训

生产”产学一体的工学结合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数控加工

工艺基础

1．数控机床相关知识 能理解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 2

2 2．数控机床上的零件装夹与定位
能根据零件的尺寸要求合理的

选择定位及自己定位元件
4

3 3．数控加工应用刀具
能根据零件图纸的要求选择合

适的刀具进行加工
4

4 4．加工余量的确定方法
能根据零件图纸要求选择合适

的加工余量进行零件加工
4

5 5．工序尺寸及其公差的确定 能准确计算公差及角度尺寸链 4

6 6．机械加工精度及表面质量

能根据零件图纸的要求、选择

合适的刀具及切削用量来达到

较好的加工精度及表面粗糙度

4

7
7．数控加工工艺的制定及工艺文

件

能根据数控加工的主要内容选

择合理的加工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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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填写数控加工编程任务

书、工序卡及数控刀具调整单

8

数控车削

加工工艺

1．可转位刀片及数控车削用刀具

系统

能正确拆卸刀具

能分辨各种刀具系统的形式
4

9 2．数控车削的孔加工刀具 能正确选择刀具应用范围 4

10 3．数控车削切削用量的确定 能合理的使用切削用量 4

11 4．典型轮廓的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能正确编制车外轮廓、螺纹的

加工方法
4

12
5．典型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分析

能对轴类、套类、盘类、复合

零件进行加工工艺分析
6

13

数控铣削

加工工艺

1．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上的零件

装夹

能根据零件的要求选择合理的

夹具类型
2

14 2．数控铣削用刀具 能正确分辨数控铣刀的种类 2

15 3．数控铣削用刀具系统 能了解典型刀具系统的种类 4

16 4．数控铣削加工切削用量的确定
能根据不同的刀具选择合适的

切削用量
4

17 5．典型轮廓的数控铣削加工
能正确选择合适的铣削方式和

方法
4

18 6．典型零件的数控铣削工艺分析
能正确编制外轮廓、槽、盖板

零件的加工艺
4

合计 64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

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

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

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

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

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控加工能力，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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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1）专任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

业中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具有扎实的数控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历，

熟悉利用机床进行零件的分析和加工能力；能够示范操作数控机床加工；能够指导学生

采用情境教学法、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数控工艺的编制。

（2）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

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和数控车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并指导学生实践操

作；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对不

同方法聘请的行业技术骨干，应签订相应协议，制定灵活的授课时间表。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实

施要求出发，按照集“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建

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一体化实训教室基本情况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功能 工位

1 钳工实训室
钳台、台钻、平板、

方箱

锯、錾、锉、钻、扩、铰、攻

丝、套丝、装配
50

2 车削加工实训室 普通卧式车床
车外形、内孔、螺纹、沟槽、

圆锥、圆弧、曲线
30

3
数控仿真 CAD/CAM 实

训室
计算机、一体机、网络

CAD 绘图，CAM 编程、仿真模

拟
50

4 数控车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车床、计算机
编程车外形、内孔、螺纹、沟

槽、圆锥、曲线
25

5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铣床、计算机 编程铣外形、型腔、螺纹、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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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6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典型零件、各类量具 量具的操作使用 50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5 车工、磨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5 钳工、数车、加工中心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车工、数车、齿轮工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30 车工、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20 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30 钳工、装配、加工中心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钳工、车工、数车、装配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20 钳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

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

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数控加工工艺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2011

年 7 月第 3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119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

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

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数控加工工艺》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坚持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引导文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引导文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资讯收集、

计划、产品工艺、编程、加工实施、检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

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

实施、评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

通能力。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

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案例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产品加工、检

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

率。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

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数控实训室及数控仿真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

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试等

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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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

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

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

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试；

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验考核主要考察对机械零件的认

识。课程期评成绩=过程考核×30%+阶段考核×20%+期末考试成绩×50%。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过程考试内容

数控加工

工艺基础

数控加工工艺的制定

数控加工刀具的分类及

特点；确定加工余量的方

法及基本原则；角度尺寸

链的计算；加工精度和表

面质量的基本概念；影响

加工精度、表面粗糙的因

素及主要改善措施

课堂交流法：

以小组为单位，各组

讨论数控加工相关基

础知识并交流发言；

教师点评

数控机床上的零件装夹与定位

数控加工应用刀具

加工余量的与确定方法

工序尺寸及其公差的确定

机械加工精度及表面质量

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正确填写

数控机床上的零件装夹与定位

数控车削

加工工艺

可转位刀片及数控车削用刀具系统

数控车削加工常用刀具；

典型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工艺的分析与指定；数控

车削切用量的选用

根据企业典型零件，

对其数控车削加工工

艺进行分析

数控车削的孔加工刀具

数控车削切削用量的确定

典型轮廓的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典型零件的数控车削工艺分析

可转位刀片及数控车削用刀具系统

数控车削的孔加工刀具

数控车削切削用量的确定

典型轮廓的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典型零件的数控车削工艺分析

数控铣削

加工工艺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上的零件装夹

数控铣削加工常用刀具；

典型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工艺的分析与指定；数控

铣削切用量的选用

根据企业典型零件，

对其数控铣削加工工

艺进行分析

数控铣削应用刀具

数控铣削用刀具系统

数控铣削加工切削用量的确定

典型轮廓的数控铣削加工

典型零件的数控铣削工艺分析

气压传动常用元件介绍

典型气压回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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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

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

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明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

工作任务，通过企业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和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实训教学重点是

工艺编制。难点是数控刀具基础。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

因材施教”， 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

力求。让每个学生都动手，调动学生积极性，根据学生基础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使

每位学生都学到知识。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

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

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

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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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控铣削加工》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数控铣削加工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学时学分：186 学时，占 10 学分

开课学期：第 3、4学期

二、课程概述

《数控铣削加工》是一门传授数控铣床编程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课程,是需要较强实

践能力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机械基础、机械制图、极限配合与机械测

量、电工基础等课程之后所进行的数控铣削加工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讲授。

结合企业铣削类典型零件，主要内容包括：平面阶梯件的加工，简单外轮廓的加工，

孔类零件的加工，简单内轮廓的加工，复杂轮廓的加工曲面的加工。通过教学做一体化，

引导学生进行工学结合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对铣削类典型零件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

应用数控铣床熟练编程与操作的能力，并为学生考取数控铣床中级职业资格等级证所服

务。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本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所必须

的数控铣削加工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创新创业精神、

团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等优秀品质。

（一）素质

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勤恳踏实，勤恳厚道的职业道德观念；养成严谨细致、精益

求精，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培养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识。

（二）知识

1.熟悉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

2.掌握常用数控铣削编程指令的编辑；

3.掌握铣削加工工艺制定；

4.熟悉数控铣床加工简单难度平面类零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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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熟悉数控铣床加工简单难度型腔类零件方法；

6.掌握数控铣床简单维护和保养；

（三）能力

1．能够熟悉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

2．理解数控铣削编程指令的应用，能正确编制数控铣削加工工艺；

3．能应用数控铣床对简单难度平面类零件进行编程与加工；

4．能应用数控铣床对简单简单难度型腔类零件进行编程与加工；

5．具有数控铣床简单维护和保养的能力；

6．制订生产要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和解决具体问题；

7. 具有信息交流和相互合作的能力。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水平、企业的需求，以典型零件为载体，

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化项目。形成“课堂教学与实训

生产”产学一体的工学结合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

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压板

垫铁

的加

工

1.数控铣床相关知识 能认识数控铣床 2

2
2.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机床保养

与维护

能够遵守数控车间管理规程、数

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
2

3 3.数控铣床坐标系 能区分坐标轴及正负方向 2

4
4.数控宇龙仿真软件、FANUC Oi/华中

数控系统操作面板

能认识数控宇龙仿真软件操作界面

能认识FANUC Oi/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

板及开关机

2

5 5.数控铣削 MDI 操作及相关指令
能手动或手轮移动坐标轴到指定位置

能认识数铣简单功能指令
4

6 6.面铣刀的结构功能
能正确使用面铣刀及手动装刀；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手动完成压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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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块加工；

7

塑料

方盒

凸模

的加

工

1.数控铣床对刀
能对工件进行对刀和设置工件坐标系

参数；
2

8 2.数控程序的结构、格式与指令 能够读懂塑料方盒凸模的加工程序； 2

9
3.G01、G00、G02、G03、G54-G59、G90、

G91、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能够完成塑料方盒凸模程序的录

入、校验以及编辑；
4

10 4.数控铣床程序编辑、管理与运行
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仿真软件完成

塑料方盒凸模的模拟加工；
4

11 5.刀具卡、工序卡 能规范填写工序卡、刀具卡； 2

12 6.立铣刀的结构、功能
能利用已给程序选用合适立铣刀完成

平面、矩形轮廓的加工；
4

13

十字

滑块

联轴

器的

加工

1.切削用量的定义与选用
能够读懂十字滑块连轴器图纸，选用

合适的切削用量；
2

14 2.G41、G42、G40 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能够编制十字滑块联轴器的部分加工

程序；

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十字滑块联轴

器模拟加工；

4

15 3.粗、精加工控制尺寸的方法
能够正确完成翻面装夹定位和控制精

度；
6

16 4.外径\内径千分尺的结构、功能
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

内径千分尺测量十字滑块联轴器；
6

17

连接

板的

加工

1. 孔系的加工方法 能拟定多孔加工的定位路线； 2

18
2.G81、G83、G80、G73 钻孔指令的格

式和含义

会利用 G81、G83、G80 等钻孔指令编

制程序；
4

19 3.孔加工程序的编制及加工步骤
能编写连接板的加工程序及工序

能利用仿真软件完成连接板模拟加工
6

20
4.钻头、铰刀、镗刀的结构，功能及

刃磨

会孔加工刀具的刃磨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

模式下完成连接板的加工；

6

21

塑料

方盒

凹模

的加

工

1.简单封闭槽编程方法
会简单封闭槽类零件的编程；

能编制塑料方盒凹模的加工程序；
4

22 2.下刀方法简介 能理解封闭槽的下刀方法 2

23 3.螺旋下刀的数控编程 能编写螺旋下刀的加工程序； 6

24 4.键槽刀的结构、功能

能认识键槽刀的结构和功能；

能利用仿真软件完成塑料方盒凹模模

拟加工；

能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

式下完成塑料方盒凹模加工；

6

25 卸料 1.数控铣削刀具材料 能认识数控铣削刀具材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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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

加工
26 2.数控铣削刀具的选择

能够根据零件材料的不同，选择不同

刀具的材料；；

能够根据零件轮廓的不同，选择合适

的刀具

6

27 3.数控铣削刀具的刃磨

会数控铣削刀具的刃磨；

能编写卸料板的加工程序；；

能利用仿真软件完成卸料板的加工；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

模式下完成卸料板的加工；

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测

量卸料板；

6

28

后端

盖的

加工

1.合理安排复杂零件加工工艺的方法
能正确安排复杂外轮廓加工工艺；

能够完成换刀，再次对刀；
6

29 2.进刀点与退刀点的合理选择方法
能合理设置进刀点与退刀点；

能独立编写后端盖的加工程序；
6

30 3.不同夹具的结构、功能

能理解不同夹具的结构和功能；

能利用仿真软件完成后端盖加工；

能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

式下完成后端盖的加工；

能根据加工图样要求控制尺寸精度；

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

量后端盖；

6

31
箱盖

的加

工

1.M98、M99 指令含义及子程序的格式 能掌握 M98、M99 指令格式； 6

32 2.子程序的编程方法

能应用子程序编写箱盖的加工程序；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

模式下完成箱盖的加工；

6

33

矩形

牙嵌

式离

合器

的加

工

1.G68、G69、G25、G24 指令含义及格

式；

能应用 G68、G69、G25、G24 指令编写

矩形牙嵌式离合器的加工程序；
4

2.配合件加工，非对称尺寸公差及每

两个矩形牙嵌式离合器之间的配合精

度；

能正确安排复杂内外轮廓加工工艺；

能够读懂矩形牙嵌式离合器图纸，分

析加工工艺并规范填写工序卡、刀具

卡；

能够根据不同零件结构选择不同直径

的刀具进行加工，在不同工步间正确

进行手动换刀和对刀操作，保证对刀

精度；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

模式下完成矩形牙嵌式的加工；

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

外径千分尺测量矩形牙嵌式离合器并

控制尺寸；

能保证非对称尺寸公差及每两个矩形

牙嵌式离合器之间的配合精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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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查阅刀具手册、金属切削工艺手册、

操作说明书等资料的方法
会查阅机械手册 2

35
盒的

加工

1.多面零件装夹定位的方法

能读懂盒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规范

填写工序卡、刀具卡；

能正确安排两次以上装夹加工工艺；

能在不同工步间正确进行手动换刀和

对刀操作，保证对刀精度；

6

2．侧面对刀的方法

能够独立编写盒的加工程序；

能够利用仿真软件完成盒的加工；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

模式下完成盒的加工；

能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内径千分尺、

外径千分尺测量盒并控制尺寸；

能使用百分表进行翻面找正，翻面加

工时控制总体高度尺寸；

10

36

烟灰

缸的

加工

1.宏程序的格式与定义

能读懂烟灰缸图纸，分析加工工艺并

规范填写工序卡、刀具卡；

能利用立铣刀编制倒角、椭圆宏程序；

6

37 2.球头刀的结构、功能

能认识球头刀的结构和功能；

能利用球头刀编制倒角、椭圆宏程序；

能利用仿真软件完成烟灰缸的加工；

能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在单段和自动模

式下完成烟灰缸的加工；

能保证烟灰缸的表面粗糙度；

12

合计 186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

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

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

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

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

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

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1.课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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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控铣削加工能力，

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

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1）专任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

业中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具有扎实的数控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历，

熟悉利用机床进行零件的分析和加工能力；能够示范操作数控机床加工；能够指导学生

采用情境教学法、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典型零件的编程与加工。

（2）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

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年以上和数控铣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并指导学生实践操

作；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对不

同方法聘请的行业技术骨干，应签订相应协议，制定灵活的授课时间表。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实

施要求出发，按照集“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建

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一体化实训教室基本情况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功能 工位

1 钳工实训室
钳台、台钻、平板、

方箱

锯、錾、锉、钻、扩、铰、攻

丝、套丝、装配
50

2 车削加工实训室 普通卧式车床
车外形、内孔、螺纹、沟槽、

圆锥、圆弧、曲线
30

3
数控仿真 CAD/CAM 实

训室
计算机、一体机、网络

CAD 绘图，CAM 编程、仿真模

拟
50

4 数控车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车床、计算机
编程车外形、内孔、螺纹、沟

槽、圆锥、曲线
25

5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铣床、计算机 编程铣平面、外形、型腔、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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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曲面

6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典型零件、各类量具 量具的操作使用 50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5 车工、磨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5 钳工、数车、加工中心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车工、数车、齿轮工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30 车工、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20 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30 钳工、装配、加工中心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钳工、车工、数车、装配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20 钳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

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

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

2015 年 7 月第 2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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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

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数控铣削加工》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坚持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引导文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引导文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资讯收集、

计划、产品工艺、编程、加工实施、检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

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

实施、评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

通能力。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

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案例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产品加工、检

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

率。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

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数控实训室及数控仿真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

资源运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试等

教学资料在线公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

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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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

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试；

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验考核主要考察对机械零件的认

识。课程期评成绩=过程考核×30%+阶段考核×20%+期末考试成绩×50%。课程考核内容

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过程考试内容

平面阶梯件

的加工

数控铣床相关知识 数控铣床结构；

数控铣床安全操

作规程；确定数

控铣床坐标系方

法；面铣刀的结

构和功能；

仿真软件的界面的

认识；面铣刀刀片

的更换；数控铣床

MDI 操作；手动控

制压板垫铁的加

工。

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机床保养与维护

数控铣床坐标系

数控宇龙仿真软件、华中数控系统操作面板

数控铣削 MDI 操作及相关指令

面铣刀的结构功能

简单外轮廓

的加工

数控铣床对刀 数控铣床对刀步

骤；数控程序的

基本结构；G01、

G00、G02、G03、

G54-G59、G90、

G91 指令的；立

铣刀的结构和功

能；

仿真软件的操作

（对刀）；塑料方

盒凸模的仿真与实

际操作加工对刀，

编辑录入已给程序

和单段运行加工；

填写刀具卡、工序

卡。

数控程序的结构、格式与指令

G01、G00、G02、G03、G54-G59、G90、G91、

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数控铣床程序编辑、管理与运行

刀具卡、工序卡

立铣刀的结构、功能

切削用量的定义与选用 数铣切削用量的

选用原则；G41、

G42、G40 指令的

含义及格式；粗、

精加工控制尺寸

方法；

仿真软件的操作

（对刀）；十字滑

块联轴器的仿真与

实际操作，编辑录

入程序和单段运行

加工；外径\内径千

分尺的正确使用。

G41、G42、G40 等指令含义及格式

粗、精加工控制尺寸

外径\内径千分尺的结构、功能

孔类零件的

加工

孔系的加工
孔系的加工方

法；编制连接板

的加工程序；

G81、G83、G80、

G73 钻孔指令的

格式和含义；钻

头、铰刀、镗刀

的结构和功能；

麻花钻的刃磨；连

接板的仿真与实际

加工，编辑录入程

序和单段运行加

工；

孔加工程序的编制及加工步骤

G81、G83、G80、G73 钻孔指令的格式和含义

钻头、铰刀、镗刀的结构，功能及刃磨

简单内轮廓

的加工

封闭槽编程方法 螺旋下刀的方

法；键槽刀的结

构和功能；

螺旋下刀操作；塑

料方盒凹模的仿真

与实际编程与加

工；深度尺的正确

下刀方法简介

螺旋下刀的数控编程

键槽刀的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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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测量工件；

数控铣削刀具材料 数控铣削常用的

刀具材料；数控

铣削加工的刀具

选择方法；

立铣刀的刃磨；卸

料板的仿真与实际

编程操作与加工。
数控铣削刀具的选择

数控铣削刀具的刃磨

复杂轮廓的

加工

复杂零件的加工工艺
合理安排复杂零

件的加工工艺的

方法；进刀点与

退刀点的合理选

择方法；常用数

控铣床夹具的结

构和功能；

后端盖的仿真与实

际编程与加工操

作；运用相关量具

对工件进行综合测

量。

进刀点与退刀点的选择

不同夹具的结构、功能

M98、M99 指令含义及格式
子程序的格式；

数控铣削加工常

用控制精度的方

法；

运用 M98\M99 子程

序指令对箱盖进行

编程与加工；
精度的控制

G68、G69、G25、G24 指令含义及格式；
G68、G69、G25、

G24指令的格式；

金属切削工艺手

册资料的方法；

运用旋转和镜像指

令对矩形牙嵌式离

合器进行编程与加

工；查阅相关机械

手册。

刀具手册、金属切削工艺手册、操作说明书

等资料的查阅

多面零件的装夹定位 多面零件的装夹

定位方法；侧面

对刀的方法；

侧面对刀操作；盒

的编程与加工。
侧面对刀

曲面的加工

宏程序的格式与定义 宏程序的定义；

球头刀的结构和

功能；

曲面的编程与加

工；椭圆的编程与

加工；烟灰缸的编

程与加工；
球头刀的结构、功能

考工
数控铣床中级工

相关理论知识；

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

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

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

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

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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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

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明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

工作任务，通过企业典型零件的编程与加工，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数控铣削加工典型零件的程序编制和加工。实训教学重点

是加工和检测。难点是形位精度的控制。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

际出发，因材施教”， 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

求实效，力求。让每个学生都动手，调动学生积极性，根据学生基础不同，分配不同的

任务，使每位学生都学到知识。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

看懂图纸、能运用铣削用量相关知识和相关工量具完成典型零件的加工。通过角色扮演，

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

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

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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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

课程类别：专业技能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数控技术应用

学时学分：64学时，占3学分

开课学期：第1学期

二、课程概述

《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是数控技术应用、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结合典

型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的“理实一体化”课程。本课程包含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两大方面内容，

把计量学和标准化两个领域的相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机械识图、机械加工技术、质量控制、

生产组织管理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是与制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本课程主要培养

学生精度意识和对机械零件的检测能力，为学生考取机床操作中级工服务。

三、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建立互换性、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高质量产品的概念；能正确识

读机械图样上公差、配合及表面粗糙度，并能熟练查阅相关国家标准；能正确选择和使用生产现场

的常用量具对一般的几何量进行综合检测。

（二）素质

培养学生踏实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培养学生敬业爱岗、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培养学

生创新、竞争和安全规范操作的意识。

（三）知识

1、了解极限配合基本知识，掌握机械测量基础知识；掌握游标卡尺、千分尺、百分表、内径百

分表的使用方法；

2、掌握角度、锥度误差的检测方法；

3、掌握万能角度尺的使用方法，了解使用正弦规测量锥度的方法；

4、掌握普通螺纹几何参数计算方法，掌握普通螺纹的检测方法；了解梯形螺纹的检测方法；

5、了解形位误差基础知识，掌握百分表的正确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方法，掌握圆度误差、跳动

误差的检测方法；

6、掌握圆柱齿轮误差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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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认识比较样板、万能角度尺、正弦规等专用量具；

8、掌握综合件的测量方法。

（二）能力

1、能认识通用测量工具；理解机械测量基础知识；

2、能合理利用量具测量阶梯样板件、阶梯轴、偏心距、阶梯套内孔；能简单的维护和保养常用

计量器具；

3、能用万能角度尺、正弦规等量具测量零件的直线度、圆度误差、跳动误差等形位误差；

4、能对普通螺纹几何参数进行简单计算，能对普通螺纹进行综合检测，能对普通螺纹中径、螺

距进行测量；

5、能懂得三针法检测梯形螺纹的方法；

6、能测量齿轮齿距误差、基节偏差、公法线、分度圆各参数；

7、能独立测量铣削、车削类典型零件。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根据中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零件的机械测量为载体，有机的融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驱动的模块化教学，以测量实训为主线，基于典型工作任务、工作过程的“理

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期末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评价学生应用

通用量具和精密计量仪器对零件的测量能力，培养学生从事产品质量检测岗位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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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表1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模块 教学任务 主要教学内容
建议学时

理论 实践

1
极限配合与

尺寸检测

用游标卡尺检测

阶梯样板件

孔和轴的含义；孔和轴的极限尺寸及计算；孔和轴的尺寸偏差及计算尺寸；游标卡尺（结构、

规格和测量范围、读数原理及方法）；用游标卡尺检测阶梯样板件
2 2

用千分尺检测阶

梯轴

尺寸公差、标准公差、公差带图、基本偏差及其示意图；千分尺的结构、读数原理和方法；用

千分尺检测阶梯轴

用百分表检测偏

心距
百分表和杠杆百分表的读数原理及调整方法；用百分表检测偏心距

4 4
用内径百分表检

测阶梯套内孔

配合的概念、配合的性质、配合公差及有关计算；内径百分表的测量方法；用内径百分表检测

阶梯套内孔

2
角度、锥度

误差检测

角的误差与检测 角度的概念、换算及有关计算；万能角度尺的结构、读数原理、使用方法以及测量过程

2 2
锥度误差与检测

圆锥的基本参数的计算；其相互关系；国家标准中圆锥公差的规定；正弦规的量块组合；相关

国家标准的查表

3
形位误差与

检测

直线度误差与检

测
形状误差和公差的概念；形状公差项目及符号；直线度公差和检测直线度误差的方法

2 2
平面度误差与检

测
平面度公差的概念；平面度公差识读、公差带含义；打表法检测平面度误差的方法

圆度和圆柱度误

差与检测

圆度和圆柱度公差的概念；圆度和圆柱度公差标注的识读、公差带含义；检测圆度和圆柱度误

差的方法
2 2

平行度误差与检

测
位置误差和位置公差的概念；位置公差项目及符号、平行度公差带；检测平行度误差的方法

垂直度误差与检

测
垂直度公差的概念；垂直度公差标注的识读、公差带含义；检测垂直度误差的方法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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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度误差与检

测
同轴度公差的概念；同轴度公差的标注、公差带含义；检测同轴度误差的方法

对称度误差与检

测
对称度公差的概念；对称度公差的标注、公差带含义；检测对称度误差的方法

4 4

跳动误差与检测 跳动公差的概念；跳动公差标注的识读、公差带含义；检测跳动误差的方法

4
表面粗糙度

检测

用比较样块检测

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数；表面结构要求的标记方法；比较样块的使用方法；表面粗糙度的检测

过程
2 2

5
其他常用零

件检测

用螺纹千分尺检

测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几何参数及其计算；普通螺纹的标记方法；螺纹千分尺的使用方法；普通螺纹的检测

过程；国家标准有关普通螺纹公差带的规定；普通螺纹和个性判定原则
4 4

用三针法检测梯

形螺纹
梯形螺纹几何参数及其计算；梯形螺纹的标记方法；公法线千分尺的结构、使用方法；

圆柱齿轮公差与

检测

圆柱齿轮几何参数及其计算；齿厚游标卡尺及公法线千分尺的结构、使用方法；圆柱齿轮精度

标准；圆柱齿轮齿厚、公法线长度、极限偏差的确定
4 2

6 综合训练

铣削类典型零件

综合检测
综合知识

2 4

车削类典型零件

综合检测
2 4

总计 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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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表

序号 教学项目 主要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教学

条件

学时

安排

1

极 限 配

合 与 尺

寸检测

用游标卡

尺检测阶

梯样板件

孔和轴的含义；孔和轴的极限尺寸及计

算；孔和轴的尺寸偏差及计算尺寸；游标

卡尺（结构、规格和测量范围、读数原理

及方法）；用游标卡尺检测阶梯样板件

理解尺寸、偏差的术语及定

义；掌握游标卡尺的结构、

读数原理和读数方法；

会计算尺寸偏差；能正确使用游

标卡尺对阶梯样板件进行检测；

多媒

体教

室

12

用千分尺

检测阶梯

轴

尺寸公差、标准公差、公差带图、基本偏

差及其示意图；千分尺的结构、读数原理

和方法；用千分尺检测阶梯轴

理解尺寸公差、标准偏差、

标准公差的术语及定义；掌

握千分尺的结构、读数原理

和读数方法

会查标准公差和偏差表；能正确

使用千分尺对阶梯轴进行检测

用百分表

检测偏心

距

百分表和杠杆百分表的读数原理及调整

方法；用百分表检测偏心距

掌握百分表的读数原理及方

法

会计算偏心距；能正确使用百分

表检测偏心距

用内径百

分表检测

阶梯套内

孔

配合的概念、配合的性质、配合公差及有

关计算；内径百分表的测量方法；用内径

百分表检测阶梯套内孔

理解配合的术语及定义；掌

握各种配合的选用和计算方

法；掌握内径百分表的读数

及使用方法

会各种配合的选用及计算；能正

确使用内径百分表检测内孔尺寸

2

角度、锥

度 误 差

与检测

角的误差

与检测

角度的概念、换算及有关计算；万能角度

尺的结构、读数原理、使用方法以及测量

过程

理解角度的概念及计算；掌

握万能角度尺的结构、读数

原理及方法

能正确使用万能角度尺并检测角

度

4

锥度误差

与检测

圆锥的基本参数的计算；其相互关系；国

家标准中圆锥公差的规定；正弦规的量块

组合；相关国家标准的查表

理解圆锥公差有关的术语及

定义；掌握圆锥公差的查表

和计算方法；

会查圆锥公差表；会计算圆锥公

差；能正确使用正弦规检测阶梯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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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 位 误

差 与 检

测

直线度误

差与检测

形状误差和公差的概念；形状公差项目及

符号；直线度公差和检测直线度误差的方

法

理解直线度公差的含义
能正确使用刀口尺检测直线度误

差

22

平面度误

差与检测

平面度公差的概念；平面度公差识读、公

差带含义；打表法检测平面度误差的方法
理解平面度公差的含义 能用百分表检测工件平面度误差

圆度和圆

柱度误差

与检测

圆度和圆柱度公差的概念；圆度和圆柱度

公差标注的识读、公差带含义；检测圆度

和圆柱度误差的方法

理解圆度和圆柱度公差的含

义；掌握圆度和圆柱度误差

的检测；

能对工件的圆度和圆柱度误差进

行检测

平行度误

差与检测

位置误差和位置公差的概念；位置公差项

目及符号、平行度公差带；检测平行度误

差的方法

理解平行度公差的含义；掌

握平行度误差的检测方法
能对工件的平行度误差进行检测

垂直度误

差与检测

垂直度公差的概念；垂直度公差标注的识

读、公差带含义；检测垂直度误差的方法

理解垂直度误差的含义；掌

握垂直误检测的方法
能对工件的垂直度进行检测

同轴度误

差与检测

同轴度公差的概念；同轴度公差的标注、

公差带含义；检测同轴度误差的方法

理解同轴度误差及其含义；

掌握同轴度误差的检测方法
能对工件进行同轴度误差检测

对称度误

差与检测

对称度公差的概念；对称度公差的标注、

公差带含义；检测对称度误差的方法

理解对称度误差的含义；掌

握对称度误差的检测
能对工件的对称度误差进行检测

跳动误差

与检测

跳动公差的概念；跳动公差标注的识读、

公差带含义；检测跳动误差的方法

理解跳动公差及其含义；掌

握圆跳动和全跳动的检测

能对工件的圆跳动和全跳动误差

进行检测

4

表 面 粗

糙 度 检

测

用比较样

块检测表

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数；表面结构要求的

标记方法；比较样块的使用方法；表面粗

糙度的检测过程

理解表面粗糙度的相关参数

及定义；掌握比较样板的使

用方法；掌握表面粗糙度的

检测过程

能用比较样块并检测零件表面粗

糙度
4

5

其 他 常

用 零 件

检测

用螺纹千

分尺检测

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几何参数及其计算；普通螺纹的

标记方法；螺纹千分尺的使用方法；普通

螺纹的检测过程；国家标准有关普通螺纹

公差带的规定；普通螺纹和个性判定原则

理解螺纹及其公差的含义；

掌握普通三角螺纹的检测方

法

能正确使用螺纹千分尺检测普通

螺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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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针法

检测梯形

螺纹

梯形螺纹几何参数及其计算；梯形螺纹的

标记方法；公法线千分尺的结构、使用方

法；

理解梯形螺纹及公差；懂得

梯形螺纹中径的检测方法
会使用公法线千分尺

圆柱齿轮

公差与检

测

圆柱齿轮几何参数及其计算；齿厚游标卡

尺及公法线千分尺的结构、使用方法；圆

柱齿轮精度标准；圆柱齿轮齿厚、公法线

长度、极限偏差的确定

理解齿轮及其公差的含义；

掌握圆柱齿轮的检测方法
能对圆柱齿轮进行检测

6
综 合 训

练

铣削类典

型零件综

合检测
综合实训

机械

装拆

测量

实训

室

12
车削类典

型零件综

合检测

合计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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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企业行业

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师下企业“充电”，

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

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

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

于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不大于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小于20%，专业教师每2年应有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

作。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控加工能力，懂得中职教育

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1）专任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

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作用

有较深入认识。具有扎实的数控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历，熟悉利用机床进行零件的

分析和加工能力；能够示范操作数控机床加工；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讲授法、项目教

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数控工艺的编制。

（2）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

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3年以上和数控车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并指导学生实践操作；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

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对不同方法聘请的行业技术骨干，应签订相应

协议，制定灵活的授课时间表。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实施要求

出发，按照集“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建设了以下一体化

实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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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一体化实训教室基本情况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功能 工位

1 钳工实训室
钳台、台钻、平板、

方箱

锯、錾、锉、钻、扩、铰、

攻丝、套丝、装配
50

2 车削加工实训室 普通卧式车床
车外形、内孔、螺纹、沟槽、

圆锥、圆弧、曲线
30

3
数控仿真 CAD/CAM 实

训室

计算机、一体机、网

络

CAD 绘图，CAM 编程、仿真模

拟
50

4 数控车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车床、计算机
编程车外形、内孔、螺纹、

沟槽、圆锥、曲线
25

5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室 数控铣床、计算机
编程铣外形、型腔、螺纹、

曲线
25

6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典型零件、各类量具 量具的操作使用 50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求；实训设施

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表4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5 车工、磨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5 钳工、数车、加工中心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车工、数车、齿轮工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30 车工、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20 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30 钳工、装配、加工中心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钳工、车工、数车、装配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20 钳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鼓励教师

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

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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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业企业专家

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劳

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出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实

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

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

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坚

持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引导文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引导文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资讯收集、计划、

产品工艺、编程、加工实施、检测和质量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

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

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力。通过任务

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

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3.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案例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解决产品加工、检测和质量

控制等问题的整个过程，并获得完成类似任务的直接经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分享，并培

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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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机械拆装测量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已开发的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资源运用

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将课程教材、教案、课件、习题、授课录像、在线测试等教学资料在线公布，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动的项目化

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

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

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

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

知识，实验考核主要考察对机械零件的认识。课程期评成绩=过程考核×30%+阶段考核×20%+期

末考试成绩×50%。

1.评价标准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过程

考核。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10%+操作实践成绩×30%+理论成绩×25%+综合实训×35%。

表5 课程项目评价表

考核分类 考核方式 考核时间 比例
占总成绩

比例

过程

考核

课堂表现
课堂提问、案例讨论

分析
课堂 30%

30%出勤、作业 作业检查、课堂考勤
作业8次，每堂课

考勤
20%

理论测试 考试 课堂 50%

实践

考核

模块考核
项目操作考试、小组

评定
共9次 70%

30%

综合考核 技能考核 2次 30%

期末

考核

主要考核学生对该课程知识

的理解能力
笔试 共1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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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内容

表 6 课程模块考核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

1
极限配合与尺

寸检测

尺寸、偏差的术语及定义；游标

卡尺的结构、读数原理和方法
1、用游标卡尺检测阶梯样板件

尺寸公差、标准偏差、标准公差

的术语及定义；千分尺的结构、

读数原理和方法

2、用千分尺检测阶梯轴

百分表的读数原理及方法 3、用百分表检测偏心距

配合的术语及定义；各种配合的

选用和计算方法；内径百分表读

数及使用方法

4、用内径百分表检测阶梯套内

孔

2
角度、锥度误

差检测

圆锥公差有关的术语及定义 1、用正弦规检测阶梯轴角度、

锥度

3
形位误差与检

测

理解平面度公差的含义 1、用百分表检测工件平面度误

差

4
表面粗糙度检

测

表面粗糙度的相关参数及定义 1、用比较样块检测零件表面粗

糙度

5

其他常用零件

检测

螺纹及其公差的含义；普通三角

螺纹的检测方法

1、用螺纹千分尺检测普通螺纹

齿轮及其公差的含义 2、圆柱齿轮的检测

6 综合训练

铣削类典型零件综合检测基本

知识

1、铣削类典型零件综合检测

车削类典型零件综合检测基本

知识

2、车削类典型零件综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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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方式

表 7 考核方式与内容

项目 考核主体 考核地点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

教学
任课教师 教师

考勤 学生出勤 5%
1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

考核
任课教师

机械装拆

测量实训

室

随机提问 极限配合基础知识 5%

40%

学生陈述 极限配合每模块知识 10%

学生操作
公差、配合、机械测量

的认知
15%

实验成果 学生的掌握程度 10%

综合

知识
任课教师 教室 笔试 综合考试 20% 20%

综合

实训

指导教师

企业行业

现场专家

机械装拆

测量实训

室

校外企业

现场操作

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及

团队合作精神
10%

30%

各项目的操作 20%

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笔试，侧

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考核，采取小组同时过关，

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

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

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

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应用技术推广、咨询和服

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确所学

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工作任务，通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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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和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实训教学重点是工艺编

制。难点是数控刀具基础。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将

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让每个学生都动手，

调动学生积极性，根据学生基础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使每位学生都学到知识。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生能看懂、能

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通过学中做、做中学，实

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让学生多

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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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液压与气压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液压与气压技术

课程类别：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数控、机器人

学时学分：96 学时、其中实践学时 70 学时

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中基础必修课程，是以研究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

本工作原理、安装与调试方法及其在生产机械上的应用为主的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

的专业课程。同时是为机电设备操作企业、售后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从事产

品制造、安装、调试、维护、运行或销售工作岗位培养液压与气压控制专业技能的

必修课程。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常用液压与气压

元器件；熟悉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控制回路，能灵活运用 PLC 程序控制液压与气

压传动回路；能绘制简单液压与气压控制回路并有一定的设计能力、并能正确安装

与调试其控制回路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熟悉液压（气压）的基础知识，掌握液压（气压）基

本回路的组成、安装及调试方法。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应用

液压（气压）的基本回路完成实际液压（气压）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同

时养成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素质；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团

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具备一定的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

（一）素质

1、培养学生的诚实守信、稳重踏实、勤恳厚道的职业道德观念；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并养成爱岗敬业、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创新、竞争意识。

（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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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应用；

2、熟悉常用液压与气压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掌握液压方向、压力、流量回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4、熟悉气压基本单杠、双杠回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5、熟悉液压动力滑台的控制系统、钻孔组合机床的液压控制系统进行安装方法；

6、掌握 YA32-200 型四柱万能液压控制系统进行简单调试方法；

（三）能力

1、能正确选用常用液压、气压元器件；

2、能识读安装与调试液压（气压）缸的单向控制回路、液压（气压）缸的双向

控制回路、液压（气压）缸的顺序控制回路、液压（气压）缸的压力控制回路；

3、能分析液压动力滑台的液压控制系统、钻孔组合机床的液压控制系统典型机

床液压（气压）控制系统故障并排除；

4、能设计 YA32-200 型四柱万能液压控制系统图；

能设计颜色调色振动机气动控制系统图。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

核心”的理念，体现了“基于工作过程”获得岗位基本技能的指导思想，在课程教

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

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以项目训练为平台，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技能实训

室和实训基地为支撑，以获取典型产品的加工能力为目标，以“六步法”为教学方

法，充分展现专业对接产业、教学场景对接生产场景、专业技能对接职业岗位能力

的对应性，以情境为单位组织教学、以典型案例为引导，辅助专业理论知识，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就与发展的需要。在课程内

容安排上，注重实用、够用的原则，结合实例及典型工作任务，更具有针对性和选

择性。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一体化教学”，并对每个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

系统地检验、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充分体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教学思想。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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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

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液压

元件

的认

识与

检测

1、液压传动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熟悉液压传动的基本概念及特

点；理解液压传动的组成和工

作原理；理解液压传动的应用

和发展

能拆装液压千斤顶

2

2
2、液压传动的相关参数的定义及其确定

方法

熟悉液压传动的相关参数并掌

握其确定方法

能简单识别液压油的好坏

2

3
3、常用液压元件的结构、作用工作原理

及其检测方法

掌握常用液压元器件的组成、

作用、工作原理及其检

能正确拆装、检测及识别常用

液压元器件测方法

6

4

液压

基本

控制

回路

动控

制线

路安

装与

调试

1、液压缸的单向控制回路的安装及调试

熟悉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

掌握液压缸的单向控制回路的

工作原理及 PLC 控制程序能正

确安装和调试液压缸的单向控

制回路

8

5 2、液压缸的双向控制回路的安装及调试

熟悉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

掌握液压缸的双向控制回路的

工作原理及 PLC 控制程序能正

确安装和调试液压缸的双向控

制回路

8

6 3、液压缸的顺序控制回路的安装及调试

熟悉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

掌握液压缸的顺序控制回路的

工作原理及 PLC 控制程序能正

确安装和调试液压缸的顺序控

制回路

8

7 4、液压缸的压力控制回路的安装及调试

熟悉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

掌握液压缸的压力控制回路的

工作原理及 PLC 控制程序能正

确安装和调试液压缸的压力控

制回路

8

8

液压

基本

控制

回路

动控

制线

路安

装与

调试

1、液压动力滑台的液压控制系统

巩固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及

液压系统相关参数确定方法，

掌握液压动力滑台的液压控制

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能正确安装及调试液压动力滑

台的液压控制系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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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钻孔组合机床的液压控制系统

巩固常用液压元器件的应用及

液压系统相关参数确定方法，

掌握钻孔组合机床的液压控制

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能正确安装及调试钻孔组合机

床的液压控制系统

4

10
简单

液压

控制

的设

计

1、液压控制系统各部分的压力大小确定

方法

熟悉液压控制系统各部分的压

力大小确定方法

能正确确定和检测液压控制系

统的压力大小

4

11 2、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简单的液压系统

巩固液压控制回路的应用，掌

握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简单的液

压系统

能根据控制要求设计安装及调

试简单的液压系统

8

12
气压

元器

件及

气压

基本

控制

回路

的安

装与

调试

1、 气压元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

熟悉常用气压元器件的结构、

工作原理

能正确识别、选用和检测常用

气压元器件

2

2、常用气压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掌握正确识别、选用和检测常

用气压元器件方法

能正确识别、选用和检测常用

气压元器件

2
13

14 3、常用气压控制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掌握气压控制回路的组成、工

作原理、安装与调试

能正确识别、选用和检测常用

气压元器件

8

15

简单

气压

系统

设计

1、气压控制系统各部分的压力大小确定

方法

掌握气压控制系统各部分的压

力大小确定方法

能正确检测气压控制系统各部

分的压力大小

2

16 2、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简单的液压系统

巩固常用气压元器件的应用，

掌握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简单的

液压系统并安装及调试

能正确设计简单的液压系统并

安装及调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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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综合

实训

某种典型机床（设备）液压（气压）模拟

控制系统设计、安装及调试

巩固液压（气压）基本控制回

路的综合应用，掌握一种机床

液压（或气压）控制系统的设

计，安装及调试的方法

能设计、安装及调试一种机床

液压（气压）控制系统，并故

障排除（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来选择其难易程度）

12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

聘用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

励专任教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

师资队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

本专业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

学历、学缘、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

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

专业的实践工作。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应该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实践能力，

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术造诣

和影响力，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2.课程团队

（1）专职教师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双

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工作经

历；能够示范检修典型设备电气故障；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

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液压（气压）安装与维修的教学。

（2）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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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 3 年以

上）；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法组织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具备设计能力、较强设备检修维护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1）实践设施及场地要求

①一体化实训室，配备 THPYQ-1 型液压气动综合实训装置及电工常用工量具 12

套，多媒体演示装置一套。

②实训室配备电脑并安装液压与气压仿真软件及 S7-200 编程软件，使学生熟练

进行液压与气压系统的设计与仿真训练，PLC 编程等操作训练。

③应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电工手册、机械工程手册等教学资源，方便

师生查阅相关参数来选择相应元器件，并拓宽知识面，使学生了解相关知识的应用，

从而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意识。

2.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金大地材料有限公司 20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2 湘维公司 20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3 恒裕公司 15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4 **园 45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5 辰州矿业 20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6 佳惠 15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7 华天酒店 15 机电设备安装及维护、实习电工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

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可以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等网络

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

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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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 PLC 教学课件，防止照本宣科。

可编程技术及应用论坛 http://product.china-pub.com/203502#ml

中国工控网 www.gongkong.com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

业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1）教材选取的原则

“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选

择以任务驱动为教学法将理论融于实操训练中的一体化教材。

采用教材： 《液压与气压技术》，王秋敏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第一版本。

（2）主要参考书目

《液压与气动技术》，段刚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第 1版本。

《液压与气压传动教程》，柳春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版本。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

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

课程。

为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应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按照中职学生的

认知规律，结合课程教材，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制作和收集与教学内容相

配套的多媒体课件、PPT 文本资料、录像、影像资料、企业生产现场录像或模拟动画

等，提供满足不同教学需求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较为全

面的支持，逐步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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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液压与气压安装与调试案例，实

现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

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

材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液压与气压安装与调

试案例引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

教学方法。

每个工作任务都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实操中则进

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一进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

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建议学生分组

控制在 4～ 5人／组。

七、学习评价

1、评价标准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

驱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

调能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

能力。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

水平的知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

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

核主要考察操作技能。课程期末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

成绩×30%。

2、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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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内容

液 压元 器件

的 认识 与检

测

1、常用液压元器件的检测

2、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等相关参数

确定

液压系统的压

力、流量等相

关参数确定

常用液压元器件

的检测

液 压基 本控

制 回路 的安

装与调试

1、常用液压元器件的选用

2、液压基本控制回路的组成及基本工

作原理

3、液压基本控制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液压基本控制

回路的组成及

基本工作原理

液压基本控制回

路的安装与调试

典 型机 床液

压 控制 系统

的 安装 与调

试

1、常用液压元器件的选用

2、典型机床液压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基

本工作原理

3、典型机床液压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

试

典型机床液压

控制系统的组

成及基本工作

原理

典型机床液压控

制系统的安装与

调试

简 单液 压控

制 系统 的设

计

1、液压控制系统相关参数的确定方法

2、 简单液压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无

根据控制要求设

计简单的液压控

制系统

气 压元 器件

及 气压 基本

控 制回 路的

安装与调试

1、常用气压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2、常用气压基本控制回路的组成、工

作原理、安装与调试

常用气压基本

控制回路的组

成、工作原理

1、常用气压元器

件的识别与检测

2、常用气压基本

控制回路的安装

与调试

简 单气 压系

统设计

1、常用液压元器件的选用

2、气压控制系统相关参数的确定方法

3、简单气压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气压控制系统

相关参数的确

定方法

1、常用液压元器

件的选用

2、简单气压控制

系统的设计方法

综合实训 1、液压（气压）基本控制回路

2、确定液压（气压）控制回路的相关

参数大小

3、设计液压（气压）控制系统

根据控制要求设

计液压（气压）控

制系统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注重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

知识、能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闭卷考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

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取向。闭卷考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

识的程度；操作考核是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 把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

引入到实践教学中。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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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期。

表 6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

主体

考核

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教

师

一体化

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15%
2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教

师

液压与气

压实训室

实操
常用液压元器件的识别

与检测
4%

50%

实操
基本液压控制回路的安

装与调试
14%

实操
典型机床液压控制回路

的调试
6%

实操
简单液压系统设计、安

装与调试
6%

实操
常用气压元器件的识别

与检测
2%

实操
基本气压控制回路的安

装与调试
8%

实操 综合实训 10%

综合知识
任课教

师

一体化教

室
笔试 综合知识 30% 30%

4、考核结论

表 7 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

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

和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

应用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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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液压与气压技能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

确所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

型工作任务，通过企业典型任务进行设计分析，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液压与气压回路设计和 PLC 设计。实训教学重点是液

压与气压回路的设计。难点是 PLC 的设计与编程。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

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

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让每个学生都动手，调动学生积极性，根据学生基础

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使每位学生都学到知识。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

生能看懂、能基本运用基本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

通过学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

想，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

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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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机械制图》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机械制图

课程类别：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数控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

学时学分：192 学时，占 10 学分

开课学期：第 1、2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机械制图》是一门传授机械图样基础知识和绘图基本技能的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没有前续课程，本课程是与《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机械基础》等课程的

学习平行展开的，互为支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机械图样的识读知

识和绘制技能，并为后续课程是《机械 CAD》、《数控车削加工》、《数控铣削加工》

等课程提供了能力支撑。主要内容包括：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正投影作图基础，

立体表面交线的投影作图，轴测图，组合体，机械图样的基本表示法，机械图样的

特殊表示法，零件图，装配图，零部件测绘，以及金属结构图、焊接图和展开图。

通过教学做一体化，引导学生进行工学结合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识读和绘制机械

图样的能力，查阅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的能力，为后续专业核心课程的学

习打下重要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本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所

必须的机械制图的识读基本知识和绘制基本技能，同时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创新创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等优秀品质。

（一）素质

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勤恳踏实，勤恳厚道的职业道德观念；养成一丝不苟、严

谨细致、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培养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识。

（三）知识

1.熟悉国家制图标准和投影法的一些基本概念；

2.掌握正投影法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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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点线面、基本体、切割体、相贯体、组合体的投影特征；

4.掌握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5.了解标准件的绘制方法；

6.掌握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方法；

（三）能力

1．能绘制平面图形；

2．能画基本体、切割体、相贯体的三视图；

3．能画简单切割体的正等轴测图；

4．能画组合体的三视图、能识读组合体的三视图；能标注组合体尺寸；

5．能绘制识读各种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和其他表达方法；

6．能识读常用件标准件图样；

7. 能绘制轴套类及轮盘类零件图；能识读简单装配图；

8. 具有信息交流和相互合作的能力。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水平，贯彻“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的设

计思路，以项目导入任务，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与绘图训练，教学内容设计成项目

化任务。形成教学做一体的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的识图与绘图职业能力，以

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含实训设计） 学时

1 制图基本

知识与技

能

衬套零件图
会使用常用的手工绘图工具

能理解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6

2 简单平面图形 能绘制简单平面图形 6
3 手柄平面图形 能绘制手柄平面图形 6

4 正投影作

图基础

平面立体三视图
会画平面立体上点、线、面的投影；能绘制平

面立体的投影
12

5 曲面立体三视图 能绘制曲面立体的投影 8

6 立体表面

交线的投

影基础

立体表面上点的

投影
认识立体表面上点的投影方法 6

7 截交线的投影 能画截交线的投影 8
8 相贯线的投影 能画相贯线的投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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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轴测图

轴测图基本知识 理解轴测图基本知识 6
10 正等轴测图 能绘制简单体的轴测图 8
11

组合体

简单切割体 能分析组合体；会画组合体的截交线 6
12 组合视图 能绘制组合体三视图 8
13 组合体尺寸标注 能对组合体标注进行合理的标注 6
14 识读组合图视图 能看懂组合体视图；能补视图；能补缺线 6

15 机械图样

的基本表

示法

机件视图
能理解何为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

图
4

16 机件剖视图 能绘制机件的全剖、半剖视和局部剖视图 10
17 机件断面图 能绘制机件的移出断面图和重合断面图 8
18

机械图样

的特殊表

示法

螺纹 能绘制螺纹 12
19

螺纹紧固件
认识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能绘制螺纹紧固

件
12

20
其它特殊机件

能读懂齿轮、键、销、弹簧、滚动轴承和中心

孔
8

21
零件图

识读轴套类零件

图

能读懂零件图的概况、尺寸、技术要求、工艺

结构；能抄画轴套类零件图
8

22
识读支架类零件

图

能读懂类零件图的看图方法；能抄画支架类零

件图；
8

23 装配图 识读简单装配图 能识读简单装配图 12

24
零部件测

绘
测绘机用虎钳 会使用常见的测量工具；能测绘机用虎钳 18

合计 192

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深入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

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聘用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

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励专任教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

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

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本专业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

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学历、学缘、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

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

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

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专业的实践工作。

1.课程负责人

课程负责人熟悉本课程理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流程，具有较高的数控铣削加工能

力，懂得中职教育规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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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和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

2.课程团队

（1）专任教师：应为“双师型”在岗在编的专职教师，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具有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本门课

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作用有较深入认识。具有扎实的数控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实

践工作经历，具备较强的讲授工程机械结构、工作过程的能力，绘制和阅读工程机

械图样能力；能够示范绘制机械图样典型零件图；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

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机械图样的识读和绘制。

（2）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历3年以上和CAD绘图员高级技能等级），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备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并指导学

生实践操作；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育教

学任务。对不同方法聘请的行业技术骨干，应签订相应协议，制定灵活的授课时间

表。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职业能力要求，从专业学习领域课

程实施要求出发，按照集“理论教学、实训、生产、技能鉴定”四大功能于一体的

思路，建设了以下一体化实训教室。

教学场设备要求及软件要求

序号 装备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教师机 2G 以上内存 台 1 须安装 CAD 等教学软件

2 学习机 2G 以上内存 台 50 须安装 CAD 等教学软件

3 投影仪 — 台 1 —

4 模型展示柜 — 套 1 —

5 学习模型 — 套 40 —

6 绘图工具 — 套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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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

求；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5 车工、磨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5 钳工、数车、加工中心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20 车工、数车、齿轮工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30 车工、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20 数车、数铣、加工中心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30 钳工、装配、加工中心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30 钳工、车工、数车、装配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20 钳工、数铣、加工中心、装配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

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

业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机械制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2018 年

7 月第 7版。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实时更新图书文献资料。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课程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微课、数字化教学案例库、

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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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在本区域处于领先水平，条件成熟时形成在线开放

课程。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机械制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注意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坚持教学做合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下。

1.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挂图、企业典型零件图样，展开讲解，逐步

积累识图和绘图经验，提高学习效率。

2. 任务驱动法。通过典型任务零件图纸的识读和绘制，驱动完整的项目实施过

程，让学生体验完整的工作任务流程，层层递进，逐步的掌握绘图技巧，提升能力。

3. 分组讨论法。小组讨论，取长补短，总结经验和不足，促进专业知识的分享，

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依托信息化设备和软件，充分利用多媒体虚拟演示、模型演示等直观教学手

段，建立虚拟模型库，增强生动性、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帮助学生理解投

影理论，提高空间想象能力。

2.开展尺规手工绘图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手工绘图的方法和技巧；并养成耐

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七、学习评价

1、评价标准

本课程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组织方式，课程学习评价注重对学

习过程的考核，多环节综合评定其学业成绩。各个项目单元成绩累加形成该学习任

务的成绩。课程期评成绩=过程考核×30%+阶段考核×20%+期末考试成绩×50%。具

体如下：

课程考核评定标准一览表

考核

分类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配分

权

重

课堂

教学

出勤 迟到、早退、旷课

评定等级：

优、良、中

、差

20
20%

课堂纪律和学

习态度

学习态度端正、积极回答问题、课堂纪

律良好

评定等级：

优、良、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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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
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过程考试内容

制图基
本知识
与技能

机械图样概述；常用手工绘图工具的
使用；国家标准基本规定 常用手工绘图工具的使用方

法；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几何作图的方法；平面图形
的画法

课堂交流法：
小组讨论机械图

样相关基础知识

并交流发言；教

师点评

绘制平面图形

几何作图的方法

平面图形的画法

正投影
图基础

正投影法与三视图、三面投影体系；
正投影特性；点线面投影特性基本形
体投影规律；

三视图投影规律；正投影的
特性；基本形体的投影规律；
平面立体的投影方法；曲面
立体的投影方法

绘制基本体图
形平面立体的投影特征

曲面立体的投影特征

立体表
面交线
的投影
基础

立体表面上点的投影
截交线的画法；相贯线的画
法

绘制组合体图
形

截交线的画法

相贯线的画法

轴测图 简单体的轴测图 简单体轴测图的画法
绘制简单体轴

测图

组合体
组合体的分析方法和组合形式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组合体

三视图的画法；组合体的尺
绘制机件图形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差

作业 按时、准确地完成作业，上交及时
上交的次数

及质量
60

操作

考核

绘制平面图形

常用手工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国家标

准的基本规定；几何作图的方法；平面

图形的画法

图板绘图 10

30%

绘制基本形体

图形

点线面投影特性基本形体投影规律；平

面立体的投影特征；曲面立体的投影特

征

试卷及图板

绘图
15

绘制组合体图

形

组合体的分析方法和组合形式；组合体

三视图的画法；组合体的尺寸标注；看

组合体视图；补视图；补缺线

试卷及图板

绘图
20

绘制机件图形

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图；

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移

出断面图、重合断面图；其他表达方法

试卷及图板

绘图
20

识读及测绘零

件图
看零件图；测绘抄画零件图 图板绘图 20

识读装配图

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键销的表示方

法、弹簧、轴承的规定画法；识读装配

图

试卷（看图

回答问题）
15

综合

技能

考核

基本知识技能考核 期末考试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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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标注原则；组合体视图的
补画和补缺线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组合体视图的绘制

机械图
样的基
本表示
法

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
图

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
局部视图的应用原则；全剖
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
图的画法；移出和重合断面
图的画法

绘制剖视图性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

机件断面图

机械图
样的特
殊表示
法

螺纹规定画法 螺纹的规定画法；螺纹紧固
件的连接画法；键销的表示
方法、弹簧、轴承的规定画
法；齿轮的规定画法；

绘制螺纹图形
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
键、销、弹簧、轴承、齿轮的规定画
法

零件图

零件图概况、尺寸、技术要求和工艺

识读轴套类、支架类零件图 绘制零件图形轴套类零件图的识读

支架类零件图的识读

装配图
装配图概况、尺寸、技术要求和工艺；

装配图的识读方法 识读装配图
装配图的识读

零部件
测绘

零件图的测绘 零件图的测绘方法
识读及测绘机
用虎钳的零件

图

2、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注重过程考核。其中课程编程理论部分采用闭卷笔试；实训操作采取一人一机

现场实操考试。所考内容为综合训练内容。具体考核方式如下：实训操作及工艺理

论（含工艺卡制作、零件质量、理论作业、操作考试、理论考试等）60%；实习报告

10%；出勤率（以考勤为准）10%；安全文明生产与实习纪律 20%。具体如下：

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主体 考核地点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

教学
任课教师 绘图实训室

考勤表现 学生出勤 10%
20%

随机提问批阅 平时作业 10%

操作

考核
任课教师 绘图实训室

试卷 项目知识点 25%
30%

大型绘图作业 综合技能 25%

综合

技能

考核

任课教师 绘图实训室 期末考试 全部知识点 50%

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方向。其中，本课程理论部分采用闭

卷笔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教学训练内容采用团队操作

考核，采取小组同时过关，取小组平均分进行实际操作。

八、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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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

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

和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

应用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是三视图和零件图的识读。实践教学重点是零件图的绘

制。难点是装配图的识读和测绘。在教学中应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将讲

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同时注重过程考核与评价，

使学生达到较为全面的，有效的学习成果。

2.本课程是智能制造装备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知识和技能与就

业目标的贴合。利用企业典型案例，任务驱动，通过零件图样的识读和绘制，使学

生做到学以致用。

3.注重实践，着重培养学生的手工绘图的能力，在做中学，学中做，逐步的进

行知识和加技能的叠加，同时注重工匠精神的培养，使学生养成严谨踏实的学习习

惯，为未来就业打下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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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机械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课程编号 （由教务统一编） 开课系部 电气工程系

课程名称 机电器件选用 开设学期 第 4学期

学时/学分 64
其中实训

学时
40 学时

考核方式 理论考试＋技能考核 课程类别 核心课程

适用学科

或 对 象

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第 4

学期学生
(必、选)修 选修

二、课程性质和任务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

专业课程，是以研究机电器件的选用、安装与调试方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为主的

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专业课程。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掌握正确选用、安装、检测常用机电元器件；

熟悉机电器件基本原理，能灵活运用基本机电器件。而且能根据任务要求合理的选

择机电器件。同时也是电工考证所必学的课程。

（二）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的前续课程是《工厂电气控制及应用》、《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并行课

程是《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机床电气线路安装与维修》《液压与气动》等。本

课程与其他课程互为职业能力支撑，详见下表 1、2。

表 1 与前续课程的关系

序号 并行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工厂电气控制及应用 电器元件认知能力

2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安装工艺标准

表 2 与并行课程的关系

序号 后续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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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可编程控制控制线路的设计能力

2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与维修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工艺和故障分

析能力

3 液压与气动传动技术 对液压元器件的认知能力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行动导

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

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维修电工》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

及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以典型电路安装、调试、维修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教学内容设计成任务化项目。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理实一体化”

教学，教学评价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四、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正确安装、检测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机电器件，并

能正确的选择机电设备中所需要的各种器件。养成的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学习习惯，

具有安全、质量、效率意识；具有健全的体魄和心理健康，懂得人际沟通与团队协

作意识、养成职业道德基本素质。

（二）知识目标

①掌握常用电器元件的基本性能、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②掌握 PLC 的基本性能、使用特点和应用范围。

③了解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及其分类熟知变频器使用特点和应用范围。

④了解常用液压系统结构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熟悉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功能。

⑤了解常用气动系统结构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熟悉气动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功能。

（三）能力目标

①能根据客户要求和市场营销环境选择常用电气器件。

②具备 PLC 的基本操作能力，能根据项目要求选择 PLC。

③具备变频器的基本操作能力，能根据控制要求合理选择所需要变频器。

④具备 触摸屏的基本操作能力，能根据控制要求合理选择触摸屏。

⑤熟悉液压元件的特点，并能初步选择和使用器件。

⑥熟悉气动元件的特点，并能初步选择和使用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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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质目标

1 培养学生稳重踏实职业道德观念；

2 培养学生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

3 培养遵守车间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以及创新、竞争与团结协作意

识；

4 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5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五、课程结构与课时分配

表 3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表

序

号
教学项目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操

1 电器元件选型

1.常用电器元件的性能特点和图形符号

及文字符号。
1

4
2. 电器元件的的选用方法。

3.不同厂家电器元件的市场价格分析。
1

2 PLC 认识与选用

1．PLC 的工作原理和应用领域。

2．PLC 的技术指标及其含义。

3．PLC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的类型、特点。

4.PLC 的分类。

1 1

1．PLC 基本指令格式、功能、操作对象

范围、使用方法，以及编程注意事项。

2．PLC 编程原则、梯形图和助记符之间

相互转换的方法。

3. 典型程序的设计方法、程序结构、编

程方法。

6 12

1.PLC 市场分析。

2.PLC 的产品特点与选择方法。
2 2

3 变频器认识与选用

1.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特点。

2. 变频器的基本应用领域。
1 1

1.使用 MM420 变频器调节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速度的方法并接线试车。
4 4

1. 变频器的市场价格。

2. 变频器的选用方法。
1 1

4 液压元件选用

1.液压系统的应用特点。

2.典型液压控制系统分析。

3.常用液压器件的价格和选用方法。

6 12

5 气动元件选用
1.气动系统的应用特点。

2.典型气动控制系统分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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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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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表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教学

条件 学时安排

1 电器元件选型
典型机床电器元

件选型

掌握常用电器元件的基本性能、

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能根据客户要求和市场营销环境选

择常用电气器件。

要求授课教师在实训室采用多

媒体理论教学，同时组织学生

实训练习
6 6

2 PLC认识与选用

PLC 的认识

1．了解 PLC 的定义、特点、功能

及结构、工作原理。

2．理解 PLC 的一般技术指标及其

含义。

3．熟悉 PLC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的类型、特点。

具备 PLC 的基本操作能力，能根据

项目要求选择 PLC。

要求授课教师在实训室采用多

媒体理论教学，同时组织学生

实训练习
2

24
PLC 基本应用

1.掌握 PLC 的基本指令。

2.熟悉 PLC 的编程原则。

3.掌握 PLC 应用的基本方法。

4.熟悉PLC的顺序设计编程方法。

1,能用 PLC 编程原则、梯形图和助

记符之间相互转换的方法。

2. 能用典型程序的设计方法、程序

结构、编程方法。

本任务要求授课教师在实训室

采用多媒体理论教学，同时组

织学生实训技能练习

建议理论采用多媒体演示教

学，实训在一体化实训室进行

18

PLC 的选型

1.了解 PLC 市场情况。

2.掌握 PLC 的产品特点与选择方

法

1.要求学生对市场上常见品牌的

PLC 进行调查分析，熟悉市场价格、

产品特点。 4

3 变频器认识与

变频器的认识
1掌握变频器的基本应用方法。

2.熟悉变频器的应用领域

能认识各种变频器，并指导它们的

应用领域
2

12

变频器的基本应

用

1.掌握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法。

2.掌握变频器的电气线路连接方

法。

使用 MM420 变频器调节三相异步电

动机的速度的方法并接线试车。

建议在一体化实训室进行理论

和实训技能教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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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变频器的选型

1. 变频器的市场价格。

2. 变频器的选用方法。

能对对市场上常见品牌的变频器进

行调查分析，熟悉市场价格、产品

特点。

2

4 液压元件选用

方向控制、压力控

制、速度控制回路

搭接

1.了解液压系统的应用特点。

2.掌握典型液压控制系统分析方

法。

3.掌握常用液压器件的价格和选

用方法

1.熟悉液压控制系统的应用领域。

2.具备简单的液压控制系统的搭建

能力。

3.能对市场上常见品牌的液压器件

进行调查分析，熟悉市场价格、产

品特点。

建议授课教师以课题过关的形

式进行书面和实操练习

18 18

5 气动元件选用
气动机械手的安

装

1.了解气动系统的应用特点。

2.掌握典型气动控制系统分析方

法。

1.熟悉气动控制系统的应用领域。

2.具备简单的气动控制系统的搭建

能力。

建议授课教师以课题过关的形

式进行书面和实操练习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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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课堂教学要求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于

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机电器件安装案例，实现专业理论

知识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精

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材

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机电器件安装案例引入

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2、实践教学要求

（1）实训设施及场地要求：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每间配备光机电一体装置、配套液压系统、气动装置、变频

器各 6套及常用电工工具 16 套，多媒体演示装置一套，实训场地 150 平方米；安装光

机电一体装置仿真软件，使学生熟练进行机电器件安装与维护的操作；教学场所中应

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应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

常用机电器件安装手册等教学资源库。

（2）教学要求：

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实

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一进

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

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

建议每位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和指导 15～20 位学生，学生分组控制在 4～ 5人／

组，便于对学生的操作进行个别指导。

3、教师要求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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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熟悉工厂典型设备电气维修的工作流程；能够示范检修典型设备电气故障；

能够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电气控

制线路技术及应用的教学。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经

历 3年以上和维修电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法组

织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电气控制线路设计能力、较强电气设备检修维

护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教学资源

（1）教材选取的原则

“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选择

以任务驱动为教学法将理论融于实操训练中的一体化教材。

（2）推荐教材

《机电器件的安装与检修》，范贻潘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3 年

出版，第 1版。

（3）主要参考书目

《常用机床电气线路维修》，谢京军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2012

年出版；

《电气控制与 PLC 综合应用技术》，张伟林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年出

版，第 1版。

（4）网络资源

可以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电工技术论坛”等网络资源，使教学

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

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

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机电器件教学课件，防止照本宣科。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机电之家 http://www.jdzj.com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5.教学条件和环境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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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建议

1、评价标准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驱

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调能

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能力。

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知水平的知

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结果

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考察操

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技能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2、考核内容

表 5 机电器件安装及应用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考核内容 支撑知识
理论考

试内容
操作考核内容

电器元件

选型

典型机床电

器元件选型

常用电器元件的基本性能、

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常用电器元件的基本性

能、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根据客户要求和

市场营销环境选

择常用电气器件

PLC 认 识

与选用

PLC 的认识 1．PLC 的定义、特点、功能

及结构、工作原理。

2．PLC 的一般技术指标及其

含义。

3．PLC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的类型、特点。

1．PLC 的定义、特点、功

能及结构、工作原理。

2．PLC 的一般技术指标及

其含义。

3．PLC 输入/输出接口电

路的类型、特点。

PLC 的基本操作，

根据项目要求选

择 PLC。

PLC基本应用 1.PLC 的基本指令。

2.PLC 的编程原则。

3.PLC 应用的基本方法。

4.PLC 的顺序设计编程方

法。

1.PLC 的基本指令。

2.PLC 的编程原则。

3.PLC 的顺序设计编程方

法。

用典型程序的设

计方法、程序结

构、编程方法

PLC 的选型 1.PLC 市场情况。

2.PLC 的产品特点与选择方

法

无 对市场上常见品

牌的 PLC 进行调

查分析，熟悉市

场价格、产品特

点

变频器认

识与选用

变 频 器

的认识

1.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特点。

2. 变频器的基本应用领域

1.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和基本特点。

2. 变频器的基本应用

领域

认识各种变频器

变 频 器 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法。 1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1.使用 MM420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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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本

应用

2.变频器的电气线路连接方法。 方法。

2.变频器的电气线路

连接方法。

频器调节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速度

的方法并接线试

车。

变 频 器

的选型

1、对市场上常见品牌的变频器进行

调查分析，熟悉市场价格、产品特

点。

1. 变频器的市场价

格。

2. 变频器的选用方

法。

对市场上常见品

牌的变频器进行

调查分析，熟悉

市场价格、产品

特点

气动元件

选用

气 动 机

械 手 的

安装

1.气动系统的应用特点。

2.典型气动控制系统分析

1.气动控制系统的应

用领域。

2.简单的气动控制系

统的搭建方法。

气动机械手的安

装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注重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闭卷考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考

虑具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取向。闭卷考试侧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

操作考核是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 把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入到实践教

学中。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缩短毕业生的社

会适应期。

表 6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

主体
考核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教

师
一体化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15%
2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教

师

电气安装实

训室

实操
CA6140车床电器元件

选型
4%

50%

实操 变频器的调试 3%

实操
变频器运行控制方式

的设定
6%

实操 PLC 选用 2%

实操
PLC 控制电动机正反

转
4%

实操 顺序动作回路调试 6%

实操 节流调速回路安装 5%

实操 气动马达的选择 2%

实操 气动机械手的安装 8%

综合知识 任课教 一体化教室 笔试 综合知识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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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4、考核结论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附录

1、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与修订。

2、任课老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单元教学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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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电工基础》课程标准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电工基础

课程类别：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

适应专业：机电技术及应用、电子技术、高电、维修电工培训班学生

学时学分：72 学时，占 4学分。

开课学期：第一学期

二、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

的专业基础理论必修课程，是以研究电路功能和电磁现象的基本规律及分析方法的专

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同时是为机电设备操作企业、售后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公司

等从事产品制造、安装、调试、维护、运行或销售工作岗位培养电气控制专业技能的

必修课程，也是维修电工职业资格考证内容之一。

三、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直流电路、交流电路和电磁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

和基本分析方法，同时掌握一定的实验技能，为进一步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及今后职业

生涯中的专业自主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一）素质

1、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2、培养学生耐心细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独立工作能力。

（二）知识

1、掌握电路的基础知识；

2、熟悉直流电路基本规律和分析方法；

3、了解直流电桥的工作原理；

3、了解电容量的含义；

4、熟悉磁场与电磁感应的基本概念及基本规律；

5、熟悉单相交流电路分析方法；

6、掌握三相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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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

1、能正确掌握使用欧姆定律计算直流电路的方法；

2、能正确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值；

3、能用电磁原理分析电机同名端；

4、能使用交流电路知识分析，并计算出电力系统的一般数据。

四、课程设计及内容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针对机电技术应用的实际，坚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引导，以实验数

据为依据，以实用、够用为原则”，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以《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维修电工》为依据，结合考证实例及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以典型机

电设备装配、电路设计为载体，有机地融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更具有针对性。在

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引领式教学”，并对每个知识点掌握情况及过程进行系统检验、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重点培养学生的认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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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

号
课程内容 学习任务

教学要求
课时分配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
电路基础

知识

1、电流和电压 掌握电路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熟悉电流、电压、

电位和电动势的概念，掌握电流、电压、电位和

电动势的方向、单位符号。

能识读电路图；能正确使用测电笔和万

用表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

压。

5

理论 8

实操 4

2、电阻 掌握电阻与电阻率的概念；了解根据导电能力物

质的分类；熟悉电阻率的变化因素。

能识别电阻的种类；能认读色环电阻。
3

3、欧姆定律 掌握部分欧姆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含义；熟

悉电源外特性。

能判断电路所处状态。
2

4、电功和电功率 熟悉电功和电功率的概念；掌握电功和电功率之

间的关系及单位换算；熟悉铭牌数据的意义；了

解电流的热效应。

能认读电能表；能看懂灯具的铭牌数据。

2

2 直流电路

1、串联电路 熟悉串联电路的特点，并掌握其计算方法。 能了解串联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 2

理论 8

实操 4

2、并联电路 熟悉并联电路的特点，并掌握其计算方法。 能了解并联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 2

3、混联电路 熟悉混联电路的特点，并掌握其计算方法；掌握

直流电桥的特点。

能了解混联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能掌

握直流电桥的使用方法。
4

4、基尔霍夫定律 掌握节点电流定律和回路电压定律的实质。 能了解匹配在实际中的应用。 2

5、电压源、电流源

的概念

了解电压源和电流源的概念； 能利用电压源和电流源的概念解读现实

生活中的实例。
2

3 电容量

1、电容器与电容 了解电容器的组成；掌握电容物理量的含义。 能熟悉电容器的种类。 2

理论 4

实操 2

2、电容器的选用与

连接

熟悉电容器串联、并联的计算。 能识读电容器的技术参数。
2

3、电容器的充电和

放电

了解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的正真含义；掌握 RC

电路的时间常数的概念。

能使用万用表判别电容器的好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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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磁场与电

磁感应

1、磁场及主要物理

量

了解磁场的基本特性；熟悉磁场主要物理量的含

义及单位符号。

能利用磁的特点判断金属材质。
2

理论 8

实操 8

2、磁场对电流的作

用

熟悉磁场对通电直导体和通电线圈的作用；掌握

磁场对通电直导体和通电线圈的作用力方向判

断。

能利用磁场对通电直导体和通电线圈的

作用的原理，解读在实际中的应用。 2

3、铁磁物质 熟悉磁导率的概念；了解磁滞回线的意义；掌握

物质按其磁性的分类。

能根据铁磁物质特性判断其使用场合。
4

4、电磁感应 掌握电磁感应原理，熟悉感应电动势方向判别。 能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理解变压器工作原

理。
4

5、自感、互感 掌握自感、互感的定义。 能进行同名端的判别。 4

5
单相交流

电路

1、交流电的基本概

念

了解交流电产生原理；熟悉交流电三要素的含

义。

能对交流电三要素进行换算。
2

理论 12

实操 4

2、正弦交流电的相

量图表示法

掌握交流电相量图的含义；熟悉相量图的计算方

法。
2

3、纯电阻电路 熟悉纯电阻电路特点；掌握有功功率的含义。 能用相量图分析电路性质，进行电路物

理量计算。

2

4、纯电感电路 熟悉纯电感电路特点；掌握无功功率的含义。 2

5、纯电容电路 熟悉纯电容电路特点；掌握无功功率的含义。 2

6、RLC 串联电路 熟悉 RLC 串联电路的计算方法；掌握 RLC 串联谐

振电路的特点。

能理解谐振电路在实际中的应用。
4

6
三相交流

电路

1、三相交流电源 了解三相交流电源的产生；掌握不同电力系统的

结构和特性。

能解读不同的电力系统网。
4

理论 8

实操 4

2、三相负载的连接

方式

熟悉三相负载不同连接方式的特性；掌握计算方

法。

能对三相负载不同连接方式换算。
4

3、提高功率因数的

意义和方法

掌握功率因数概念；熟悉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和

方法。

能熟悉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并计算电容

量。
4

合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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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1.课程负责人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通过赴企业挂职锻炼，行业资格认证培训，

聘用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等方式，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鼓

励专任教师下企业“充电”，并从企业聘请技术专家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优化

师资队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强化职业教育特色。

本专业教师数量与教学班级（或学生比例）符合规定要求的标准配置，形成职称、

学历、学缘、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团队。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不少于 80%，企业兼

职教师与专任教师比例不大于 1:4，专业带头人不少于 1名，专业骨干教师不少于 4

名，高级讲师职称比例不小于 20%，专业教师每 2年应有 1个月的时间到企业从事本

专业的实践工作。

2.课程团队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一定的企业

操作工作经历，熟悉机电技术应用设备工作原理；能够示范实验设备的使用；能够

指导学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课堂讲授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电气控制

线路技术及应用的教学。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

经历 3年以上和维修电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

法组织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电气控制线路设计能力、较强电气设备

检修维护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计算机辅助绘图 CAD 实训室

建立一体化实训室一间，每间实验室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验教学区。在实验教

学区中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常用电工手册等教学资源库；同时设置

40 个实验工位，每个工位配备常用电工工具一套、万用表一块；通电实验台一个，

配备配电柜一个，兆欧表一块；在理论教学区中配备多媒体设备一套，计算机四台，

并安装宇龙仿真软件及课程素材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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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内容：电工基础相关实训

序号 品名 单位 工位 数量 生均 备注

1 通电试验台 台 40 40 1 台

必备
2 电工工具 套 40 40 1 套

3 配电柜（带电动机） 台 40 40 1 台

4 万用表、兆欧表 块 40 40 40

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本课程的实训活动，满足学生校外实训需

求；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工位数 实训内容

1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1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2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3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1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4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15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5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10 维修电工、电工中级

6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10 维修电工、电工高级

3.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满足本课程教学需要的信息化教学条件；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

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鼓励专业教师联合行

业企业专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采用教材：《电工基础》，邵展图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年出版，

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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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电工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卫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电子技术基础》，郭赟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出版，第 4版。

《电工仪表与测量》，陈惠群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出版，第

4版。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

形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

授课计划制作 PPT 教学课件，同时在大学城个人空间内与学生进行网上教学。

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

机电之家 http://www.jdzj.com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世界大学城 http://worlduc.com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

《电工基础》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应坚持教、学、做合一，比较

适合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演示法、实践教学法等。

1、任务驱动法：通过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使学生体验从项目分析到实施、评

价的整个过程，学习掌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交流沟通能

力。通过任务驱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通过任务

完成过程来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2、演示法。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

解、示范，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

检查，并逐一进行讲评。

3.实践教学法。通过操作，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强化案例和流程

教学，开展情景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等，让学生有充分的实践机会，让边学

边练，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4. 分组讨论法。促使学生制定出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促进专业知识的建构和

分享，并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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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手段有：

1.开放电工基础实训室，重视实践经验的学习，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

要求。

2.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机电一体化专业资源平台，将相应模块的资源运

用到本课程的教学中。尤其是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源的利用，能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云上实训平台，进行在线实训和在线测试。

七、学习评价

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务

驱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强

调能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能力、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业

能力。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理论为主的理论考试，又有测试能力

水平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业道德，

结果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考核主要

考察操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20%+理论知识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

30%。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

考核内容

电路基础知识

1、电流和电压；

2、电阻

3、欧姆定律

4、电功与电功率

电流、电压、电位、电动

势的概念；欧姆定律的运

用；电功与电功率的计

算；电路的组成、状态。

使用万用表测

量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电

阻识别。

直流电路

1、串联电路

2、并联电路

3、混联电路

4、基尔霍夫定律

5、电压源、电流源的概

念

串联、并联、混联电路的

性质，并计算参数；基尔

霍夫定律的实质；电压

源、电流源的概念。

欧姆定律验证

电容量

1、电容器与电容

2、电容器的选用与连接

3、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

电容的基础知识；电容器

的选用知识；电容器连接

计算；电容器充放电时间

常数。

电容器的识别

磁场与电磁感应

1、磁场及主要物理量

2、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3、铁磁物质

磁场的主要物理量；铁磁

物质性质及类别；磁场对

电流作用、电磁感应的方

同名端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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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磁感应

5、自感与互感

向判别；自感、互感的概

念。

单相交流电路

1、交流电的基本概念

2、正弦交流电的相量图

表示法

3、纯电阻电路

4、纯电感电路

5、纯电容电路

6、RLC 串联电路

交流电的三要素；纯电

阻、纯电感、纯电容、RLC

串联电路相量图计算；谐

振电路的性质。

RCL 串联正弦

交流电路验证

三相交流电路

1、三相交流电源

2、三相负载的连接方式

3、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

和方法

不同三相电力系统的实

质；三相负载不同连接的

计算；功率因数的概念、

意义及提高的方法。

三相负载的星

形连接与三角

形连接

八、质量保障

1.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常态化开展课程层面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

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2.在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课程负责人

和主讲教师有课题研究支撑，有教研成果在校内外推广并取得较好效果；适时开展

应用技术推广、咨询和服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课程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专业群共享平台课程，教学中应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明确所

学知识服务于学生技能及就业的目标。尽可能将真实的企业案例转换为企业典型工

作任务，通过典型企业设备电气控制案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2.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

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

3.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

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

材施教”，采用分部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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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3.本课程专业术语较多，教学中因恰当取舍。无需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重在学

生能看懂、能基本运用工艺知识。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体验工厂不同岗位的工作，

通过学中做、做中学，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围绕“基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

想，让学生多想、多做、多总结。并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实现专业理论知识

和技能知识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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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基本技能训练》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课程编号 开课系部 电气工程系

课程名称 机械加工基本技能训练 开设学期 第二学期

学时/学分 60 学时（2*30/周）
其中实训

学时
42 学时

考核方式 理论测试+技能考核 课程类别 专业技能课

适用对象
机电技术及应用第二学期

学生
(必、选)修 必修

二、课程性质和任务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程，是以研究 CA6140 普通车床的结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加工工艺、方

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为主的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专业技能课；同时是为机电设

备制造及维修企业的车工工作岗位培养车削加工专业技能人才的必修课程。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主要培养学生识读与绘制装配图和零件图、机械设备

基本操作技能、零部件的加工、机械零件装夹工艺与调整工艺、机械零件质量检验

等技能。提高学生在机械制造企业及相关行业一线从事机械零件加工、机械零件加

工质量分析与控制、基层生产管理等岗位的就业能力。

（二）与相关课程关系

本课程的前续课程是《机械制图》、《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机械基础》，《极

限配合与技术测量》，并行课程是《钳工基本技能》，后续课程是《机械装调技术及

应用》、《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互为职业能力支撑，详见下

表 1、2、3。

表 1 与前续课程的关系

序号 前续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机械制图》 机械零件图与装配图识读能力

2 机械基础 机械结构及设备的设计应用能力

3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 机械零件的检测及工艺编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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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与并行课程的关系

序号 并行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钳工基本技能 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能力

表 3 与后续课程的关系

序号 后续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机械装调技术及应用
机械设备的结构及操作基本知

识和机械结构维护基本技能

2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机械结构基本理论知识和机械

操作基本技能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针对我校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坚持“以职业

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

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

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采用项目驱动式，分模块分任务，以 CA6140

典型车床的车削加工工艺为基础，兼顾理论，突出实践，各任务由浅入深，层层深

入分析。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教学评价采用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四、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备本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中、高级应用型

技术人才所必须的设备维护、机械零件加工和检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养

成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素质，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团队合

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具备一定的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知识目标

1、了解普通车床的结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其加工工艺、方法；

2、熟悉车削加工的刀具、量具的结构及使用方法，掌握刀具刃磨方法；

3、掌握车床的定位原理；

4、掌握车床切削三要素，正确的识读零件图；

5、掌握简单的机械零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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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普通车床技能操作的安全操作规范。

（三）能力目标

1、能掌握常用车床（以CA6140型车床为代表）的主要结构、传动方式、日常调

试和维护保养方法；

2、能合理选用刀具、刃具、量具；

3、能合理选用切削用量和切削液；

4、能掌握常用的工、夹、量具的用途、使用和保养方法；

5、能合理的选择工件的定位基准，掌握工件定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6、能较熟练的掌握车工几种较简单工件的车削方法；

7、能够根据图纸要求，来完成工件的粗、半精加工；

8、能严格按照车工的安全操作规程作业。

（四）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安全操作、文明操作、严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4、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加强学生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的意。

五、课程结构与课时分配

表 4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项目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学

时（理实一

体）

1

设备认知 1、安全教育

2、车床的规格、传动系统、工艺范围

3、车刀简介、装刀知识

4、对三爪卡盘的拆装

4

2
基本操作练习 1、学习刻度盘、游标卡尺

2、练习摇手柄
4

3

车削练习 1、车削外圆

2、车削端面

3、车削台阶

4、车削成形面

12

4
钢件车削练习 1、车削外圆和端面

2、车削端面和倒角
12

5
车削小轴 1、车削Φ35 长度 60 小轴

2、车削Φ45 长度 60 小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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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削Φ55 长度 60 小轴

6

车削套类零件 1、中心钻定心麻花钻钻孔

2、车削Φ25．Φ30 通孔

3、车削Φ38 盲孔

4、轴套配合

16

7 合 计 60

六、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

表 5 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表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教学

条件

学时

安排

1

设备认知 1、安全教育

2、车床的规

格、传动系统、

工艺范围

3、车刀简介装

刀知识

4、对三爪卡盘

的拆装

首先对学生进行安全

教育，然后让学生了

解车工在工业生产中

的重要性；指导学生

认识不同的车刀，并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

适的车刀；通过实际

拆装，使学生清楚、

直观的了解三爪卡盘

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能掌握机械设备

安全操作知识及

重要性；能熟记车

床加工的各种车

刀型号、规格并根

据不同情况选择

合适的车刀；能通

过实际拆装，清

楚、直观的了解三

爪卡盘的构造和

工作原理。

在机械加工

实训车间配

备与实训要

4

2

基本操作

练习

1、学习刻度

盘、游标卡尺

2、练习摇手柄

指导学生学习车床上

手柄刻度，通过熟练

操作手柄锻炼学生的

双手协调性；指导学

生正确使用卡尺。

能识别车床上手

柄刻度；能双手熟

练操作手柄；能正

确使用游标卡尺。

4

3

车削练习 1、车削外圆

2、车削端面

3、车削台阶

4、车削成形面

熟悉车削外圆、车削

端、车削台阶、车削

成形面的加工工艺及

基本操作方法；能够

合理运用切削用量、

切削速度和进给量等

切削三要素。通过简

单形状的加工，进一

步锻炼学生对机床操

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双

手的协调能力。

能采用合理的加

工工艺及正确的

操作方法按实际

要求完成车削外

圆、车削端、车削

台阶、车削成形面

的操作；能够合理

运用切削用量、切

削速度和进给量

等切削三要素配

合加工。

12

4

钢件车削

练习

1、车削外圆和

端面

2、车削端面和

倒角

会选用切削用量，保

证 IT．Ｒａ，指导学

生理解表面粗糙度和

公差等级的概念，提

能按技术图纸要

求选用切削用量，

保证加工尺寸及

精度要求；正确理

12



192

求配套的多

媒体理论教

学软件、相关

参考资料、常

用工、量具

及 CA6140 普

通车床

高学生的读图能力。 解表面粗糙度和

公差等级的概念。

5

车削小轴 1、车削Φ35

长度 60 小轴

2、车削Φ45

长度 60 小轴

3、车削Φ55

长度 60 小轴

会选用切削用量，保

证 IT．Ｒａ，强化学

生对表面粗糙度和公

差等级等概念的理解

和应用，同时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读图能

力。

能按技术图纸要

求选用切削用量，

保证加工尺寸及

精度要求；正确理

解表面粗糙度和

公差等级的概念。

12

6

车削套类

零件

1、中心钻定心

麻花钻钻孔

2、车削Φ25．Φ

30 通孔

3、车削Φ38

盲孔

4、轴套配合

引导学生学会使用中

心钻定位，会使用麻

花钻，学会镗内孔，

学会镗盲孔，锻炼学

生结合图纸分析工艺

及公差配合要求的能

力。

能使用中心钻定

位，会使用麻花

钻，学会镗内孔，

学会镗盲孔；培养

结合图纸分析工

艺及公差配合要

求的能力。

16

7 合 计 60

七、 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课堂教学要求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

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典型机械零件加工案例，实现

课堂教学与企业工作实践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

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

材施教”， 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学场所和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

向教学方法。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机械零件加工案例引

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

2、实践教学要求

①实训设施及场地要求：

(1)配置 CA6140 普通车床 8台，多媒体教学演示装置一套。

(2)安装 CA6140 普通车床零件加工仿真软件，使学生熟练进行普通车床实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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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3)教学场所中应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应配备课程中

各学习任务所需的挂图、常用《机械加工手册》、《金工手册》等教学资源库。

②教学要求：

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

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

一进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

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自评与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

教学进程可根据不同的学生有所调整，总体遵循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的原则，

既要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要遵守教学大纲。

3、教师要求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机电技术及应用理论功底和熟练的技能

水平；既能在理论上讲解分析零件结构图及加工工艺；在实操上也能正确示范、演

示；并能正确使用工量具进行零件尺寸精度的检测；同时对职业标准熟悉，了解企

业需求。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

经历 3年以上和车工高级技能职业资格）；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

法组织教学，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较强的机械设备操作与维护能力；具备较

高的车削加工技能；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教学资源

（1）教材选取的原则

以“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

选择理实一体化教材。

（2）推荐教材

《车工工艺与技能训练》，唐监怀、刘翔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

一月出版。

（3）主要参考书目

《初级车工工艺学》，机械工业部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车工工艺与技能训练》，董国成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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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实用技术手册》，邱言龙 、王兵、刘继福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

年 9 月；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年出版，第 4版。

《新型五金器材手册》，主编顾纪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 9 月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机械工业出版社，贾继赏主编，2011 年 3 月，第二版。

《简明车工实用手册》，主编金福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3 月，第一版。

（4）网络资源

可以利用“中国车工网”、“ 三维网技术论坛”、“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 世

界大学城”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作化；参考相关精品课程

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

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 ppt 教学课件，防

止照本宣科。

中国车工网 http://www.chegongwang.com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 http://www.hyabbs.com/

世界大学城：http://www.worlduc.com 等

（二）评价建议

1、评价标准

本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

务驱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

强调能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

业能力。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

知水平的知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

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

考核主要考察操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10%+实践技能成绩×60%+期末考

试成绩×30。

2、考核内容

表 6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内容

http://bbs.ybx8.cn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http://www.worl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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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认知 1、机械设备调试基
础
2、机械加工安全操
作规程
3、车削加工的刀
具、量具的结构及
使用方法

4、“6S”现场管理

的基本知识

1、普通车床的结构、组
成、基本工作原理；
2、车削加工的刀具、量
具的结构及使用方法

“6S”的内容及要求，机

械装调操作规程。

1、普通车床的各操作功能部件

识别、日常调整和维护保养方法

2、车削加工的刀具、量具的使

用方法，掌握刀具刃磨方法

3、“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

全操作规程

基本操作 1、刻度盘的识读
方法
2、游标卡尺、千分
尺的结构、使用及
测量、读数原理

1、常用工量具的结构、
功能、规格、性能；
2、常用工量具的读数、
示值原理。

3、刻度盘的读数方法

1、车床手柄刻度的调整，双手
操作手柄的协调性
2、工量具的正确使用

3、“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全

操作规程

车削练习 1、切削用量、切削
速度和进给量等切
削三要素
2、车削外圆、端
面、台阶、成形面
的工艺方法

1、切削三要素的具体要
求及应用方法

车削外圆、端面、台阶、

成形面的工艺方法及要

求

1、合理选择切削加工工艺进行
车削外圆、端面、台阶、成形面
的加工
2、使用测量工具正确检测零件
加工面

3、“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全

操作规程

钢件车削 1、极限配合与技
术测量
2、刀具的刃磨技
术
3、车削加工工艺
的基本知识
4、金属材料基本
知识
5、零件图的识读
知识

1、零件图的识读能力
2、切削工艺的选择技术
3、手柄及刻度盘的操作
技术
4、材料和刀具选择

1、车削外圆和端面
2、车削端面和倒角
3、使用测量工具正确检测零件
加工面

4、“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全

操作规程

车削小轴 1、极限配合与技术
测量
2、刀具的刃磨技术
3、车削加工工艺的
基本知识
4、金属材料基本知
识
5、零件图的识读知
识

1、零件图的识读能力
2、切削工艺的选择技术
3、手柄及刻度盘的操作
技术

4、材料和刀具选择

1、车削Φ35 长度 60 小轴
2、车削Φ45 长度 60 小轴
3、车削Φ55 长度 60 小轴
4、使用测量工具正确检测零件
加工面

5、“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全

操作规程

车削套类

零件

1、极限配合与技术
测量
2、麻花钻的结构、
特点、性能及刃磨
技术
3、孔加工工艺的基
本知识
4、金属材料基本知
识

1、零件图的识读能力
2、钻孔切削工艺的选择
3、手柄及刻度盘的操作
技术

4、麻花钻的结构、特点、

性能

1、中心钻定心麻花钻钻孔

2、车削Φ25．Φ30 通孔

3、车削Φ38 盲孔
4、轴套配合
5、使用测量工具正确检测零件
加工面

6、“6S”的践行，车削加工安全

操作规程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课程结束考核相结合、突出技能考核的方式，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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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能

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笔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

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要点。笔试侧重学生对待加工零件图样的理解能力和零件加工

工艺过程的分析能力；操作考核侧重要求学生的实操工艺流程、实操技能及现场管

理能力, 把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入到实践教学中。其考试的重点是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缩短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期。

表 7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主体 考核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教师 一体化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5%

1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教师
机械加工实训

车间

实操 设备认知 4%

60.%

实操 基本操作 6%

实操 车削练习 8%

实操 钢件车削 12%

实操 车削小轴 14%

实操 车削套类零件 16%

综合知识 任课教师 一体化教室 笔试 综合知识 30% 30%

4、考核结论

表 8 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附录

1、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与修订。

2、任课老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单元教

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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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基本技能训练》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课程编号 开课系部 电气工程系

课程名称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 开设学期 第二学期

学时/学分 60 学时（2*30/周）
其中实训

学时
60 学时

考核方式 理论考试+技能考核 课程类别 专业课

适用对象 机电技术及应用第二学期学生 (必、选)修 必修

二、课程性质和任务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必修课程，同时也是我校机电专业群中其他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程，是为培养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提供必备的钳工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的专业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机械设备拆卸、维修、装配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机

修钳工常用工、量具和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及保养；同时还介绍了设备零、部

件测绘的步骤和方法。学完该课程学生具备了钳工操作员的基本能力。同时是为机

电设备操作及维修企业、售后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从事产品制造、安装、调

试、维护、运行或销售工作岗位培养钳工专业技能的必修课程。

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主要培养学生识读与绘制零件图、钳工基本操作技能、

零部件和机构装配工艺与调整、装配质量检验等技能。提高学生在机械制造企业及

相关行业一线工艺装配与实施、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和维护修理、机械加工质量分析

与控制、基层生产管理等岗位的就业能力。

（二）与相关课程关系

本课程的前续课程是《机械制图》、《钳工工艺学》、《机械基础》、《极限配合与

技术测量》，并行课程是《车工技能训练》，后续课程是《机械装调技术及应用》、《自

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液压（气压）设备安装与调试》等。本课程与其他课程

互为职业能力支撑，详见下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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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前续课程的关系

序号 前续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机械制图 机械零件图与装配图识读能力

2 钳工工艺 机械零件制作及装配的工艺能力

3 机械基础 机械结构及设备的设计应用能力

4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 机械零件的检测及工艺编制能力

表 2 与并行课程的关系

序号 并行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车工技能训练》 机械零件图的识读能力

表 3 与后续课程的关系

序号 后续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能力支撑 备注

1 《机械装调技术及应用》
机械结构基本理论知识和机械

结构维护基本技能

2 《液压（气压）设备安装与调试》
机械传动基本理论知识及维护

的基本技能

3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典型设备安装的基本理论知识

及维护的基本技能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设计上针对我校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坚持“以职业

标准为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在课程教学模式上

采用“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以工作任务为引领，使理论

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课程内容安排上，采用项目驱动式，分模块分任务，以三向教

仪 SX-606F 型综合实训装置钳工及装调设备为基础，兼顾理论，突出实践，各任务

由浅入深，层层分析。在课程教学实施中，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教学评价采

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职

业能力。

四、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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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具备本专业高素质劳动者和中、高级应用型

技术人才所必须的钳工零件加工与修配基本知识与技能；具备钳工零件加工工艺制

定和锉配能力，达到企业对钳工工种用工操作要求；同时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养成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素质；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善于沟通的交际意识、具备一定的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

（三）知识目标

1 、了 解钳 工实 训设 备及 相关 设备的 主要 功能 和组 成部 件； 了解

“6S ”现场管理的具体要求。

2、了解钳工零件加工、锉配特点，掌握零件加工工艺分析的主要内容；

3、能熟练拟定钳工加工工艺路线，掌握钳工加工零件的定位与夹紧方案；掌握

锉刀、錾子、锯条等工具材料的选择；

4、能掌握各类典型零件的钳工加工方法；

5、能掌握对零件尺寸和精度要求进行正确的测量与分析；

6、熟练掌握钳工加工常用的钻床、台虎钳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7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安全文明生产的习惯；

8、掌握钳工技能操作的安全操作规范。

（三）能力目标

1、能正确使用钳工常用工、量具及设备；

2、能识读典型机械零件图样；

3、能根据零件图的要求，制定加工工艺和选择工艺装备；

4、能根据零件图的工艺要求，加工合格的零件；

5、能根据零件图的工艺要求，进行工件质量检测；

6、能根据零件图的要求，进行技术文档的管理、总结及资料存档全过程；

7、能严格按照钳工的安全操作规程作业。

（四）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3、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4、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学生的交际和沟通能力；

6、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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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结构与课时分配

表 4 课程结构与学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项目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学

时（理实一

体）

1

钳工概述 1、机械装配与调试基础知识以安全实例为载体

2、工厂、学校中的安全实例

3、钳工的工作内容
2

2
钳工常用量具

1、长度单位的换算及公、英单位的换算

2、各类量具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3、卡规、塞规、塞尺、量块的结构及使用

4、游标卡尺、百分表、角度尺的结构及使用

4

3
钳工划线

1、零件加工划线的作用、目地

2、平面、立体划线的基准选择

3、划线工具的选择

4、以零件加工划线为实例

8

4 锉削

1、各类锉刀的结构和规格

2、锉刀、台虎钳、工件正确使用

3、锉削操作

4、锉削方法

10

5 錾削

1、錾子、手锤握法；站立姿势、工件装夹

2、以錾削操作的基本动作为实例讲述

3、錾削工具、錾削操作、平面錾削
8

6 锯削

1、手锯握法、站立姿势、工件装夹；

2、以锯削操作的基本动作为载体

3、锯削工具、锯削操作、锯削方法
8

7 孔加工

1、钻孔、扩孔、铰孔

2、钻孔设备的使用、钻头的结构

3、铰刀的使用、结构

4、扩孔钻的使用、结构

10

8 螺纹加工

1、螺纹的基本知识

2、丝锥、台虎钳、铰杆

3、螺纹加工

4、攻螺纹、套螺纹

10

9 合 计 60

六、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

表 5 教学内容与要求描述表

序

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教学条件

学时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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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钳工

概述

1、机械装配与

调试基础知识

以安全实例为

载体

2、工厂、学校

中的安全实例

3、钳工的工作

内容

4、“6S”的具

体内容及要求

1、树立安全第一的思

想

2、培养学生的安全感

3、培养学生良好的责

任心

4、掌握钳工操作规程

5、掌握钳工常用设备

场地的布局

6、明确钳工的主要任

务及性质

1、能掌握钳工安全操作

规程

2、能树立安全第一的思

想

3、能掌握钳工常用设备

场地的布局

4、明确钳工的主要任务

及性质

5、能掌握“6S”的具体

内容及要求

在钳工实

训室配备

与实训要

求配套的

多媒体理

论教学软

件及实训

工具、材

料 、教学

资料等

2

2

钳工

常用

量具

1、长度单位的

换算及公、英单

位的换算

2、各类量具

3、卡规、塞规、

塞尺

4、量块

5、游标卡尺、

百分表、角度

1、掌握加工中长度单

位基准

2、掌握万能量具的刻

线原理及读法、应用

3、掌握量具的维养方

法

4、掌握专用量具的应

用

5、掌握标准量具的应

用

6、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

放工量具

1、能识别并使用常用、

量具

2、能掌握万能量具的刻

线原理及读法、应用

3、能掌握量具的维养方

法

4、能掌握专用量具的应

用

5、能掌握标准量具的应

用

6、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4

3
钳工

划线

1、零件加工划

线的作用、目地

2、平面、立体

划线的基准选

择

3、划线工具的

选择

4、以零件加工

划线为实例

1、掌握分类、作用、

精度

2、掌握划线工具使用

3、平面、立体划线的

方法

4、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

放工量具

1、能掌握分类、作用、

精度

2、能掌握划线工具使用

3、能掌握平面、立体划

线的方法

4、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8

4

锉削

1、各类锉刀的

结构和规格

2、锉刀、台虎

钳、工件正确使

用

3、锉削操作

4、锉削方法

1、掌握锉刀的构造、

种类、规格

2、掌握锉刀的选择、

安装、保养

3、运用锉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进行锉削操作

4、掌握锉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

1、能掌握锉刀的构造、

种类、规格

2、能掌握锉刀的选择、

安装、保养

3、能运用锉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进行锉削操作

4、能掌握锉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

10

5
錾削

1、錾子、手锤

握法；站立姿

势、工件装夹

2、以錾削操作

的基本动作为

实例讲述

3、錾削工具

1、掌握平面錾削

2、掌握錾削操作的技

能

3、掌握錾削用工具种

类、錾子的分类、几何

角度、刃磨

4、手锤的结构、规格

1、能掌握平面錾削方法

2、能掌握錾削操作的技

能

3、能掌握錾削用工具种

类、錾子的分类、几何角

度、刃磨

4、能掌握手锤的结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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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錾削操作

5、平面錾削

5、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

放工量具

规格

5、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6

锯削

1、手锯握法；

2、站立姿势、

3、工件装夹

4、以锯削操作

的基本动作为

载体

5、锯削工具

6、锯削操作

7、锯削方法

1、熟悉锯削用工具、

锯条的分类、几何角

度；

2、掌握手锯的结构、

规格

3、掌握锯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

4、运用锯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进行锯削操作

5、能通过训练领会并

按照“6S”要求保养和

存放工量具

1、能掌握锯削用工具、

锯条的分类、几何角度；

2、能掌握手锯的结构、

规格

3、能掌握锯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

4、能运用锯削操作的基

本技能进行锯削操作

5、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8

7
孔加

工

1、手锯握法、

站立姿势、工件

装夹

2、以锯削操作

的基本动作为

载体

3、锯削工具、

锯削操作、锯削

方法

1、熟悉钻孔设备的操

作方法、钻头的安装

2、掌握铰孔的操作方

法、铰刀的安装

3、掌握扩孔的操作方

法、扩孔钻的安装

4、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

放工量具

1、能掌握钻孔设备的操

作方法、钻头的安装

2、能掌握铰孔的操作方

法、铰刀的安装

3、能掌握扩孔的操作方

法、扩孔钻的安装

4、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10

8
螺纹

加工

1、螺纹的基本

知识

2、丝锥、台虎

钳、铰杆

3、螺纹加工

4、攻螺纹、套

螺纹

1、掌握套螺纹的方法

2、掌握攻螺纹的方法

3、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

放工量具

1、能掌握套螺纹的方法

2、能掌握攻螺纹的方法

3、能通过训练领会并按

照“6S”要求保养和存放

工量具

10

七、 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课堂教学要求

在教学内容的选用上，要求课程的实例、实训和主要的课堂活动都要围绕“基

于工作过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取材于真实的企业机械装调案例，实现课堂教学

与企业工作实践的相互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讲解和实操相结合，坚持

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力求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注重“从实际出发，因

材施教”， 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学场所和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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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学方法。

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采用多媒体视频演示教学，将真实的企业钳工制作案例引

入课堂。采用基于局域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在教学组织上根据设备和学生情况，实行小组教学法，“教、学、做”一体化教

学。

2、实践教学要求

①实训设施及场地要求：

(4)配置钳工实训装置、设备及钳工常用工量具 24 套，多媒体演示装置一套。

(5)安装钳工实训操作教学视频，使学生熟练进行钳工基本操作的训练，教学场

所中应设置理论教学区和实践教学区，在实践教学区中应配备课程中各学习任务所

需的挂图、常用钳工操作手册等教学资源库。

②教学要求：

每个工作任务都按教学要求进行实操训练。实操前教师必须进行讲解、示范，

实操中则进行巡回指导纠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每次操作结果要进行检查，并逐

一进行讲评。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以领取工作任务的形式，由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提出要求；

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小组评比；最后由教师汇总点评。

建议每位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和指导 15～20 位学生，学生分组控制在 4～ 5 人

／组，便于对学生的操作进行个别指导。

3、教师要求

专任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教育理念先进，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证，双师资质，责任心强。具有扎实的钳工工艺理论功底和熟练的钳工技能水

平；既能在理论上讲解分析零件图及加工工艺；在实操上也能正确示范、演示、指

导；并能正确使用工量具根据加工工艺要求检测零件加工尺寸；同时对职业标准熟

悉，了解企业需求。

兼职教师：：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现场实际工作

经历 3年以上和工具钳工高级技能等级）；具备能依据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方

法组织教学，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具备较强的钳工操作能力及钳工设备的维护能

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教学资源

（1）教材选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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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

选择理实一体化教材。

（2）推荐教材

《钳工技能训练》，谢增明主编，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6 第

一版

（3）主要参考书目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电工类），冯国华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3

年出版；

《装配钳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组织编写，2004 年出版，第 1版；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年出版，第 4版。

《装配钳工工艺与技能训练》，高等教育出版社，蒋增福主编，2008 年 4 月，第

一版。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机械工业出版社，贾继赏主编，2011 年 3 月，第二版。

《钳工工艺学》，姜波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组织编写，2005 年 6 月，第四版。

（4）网络资源

可以利用“电工论坛”、“ 三维网技术论坛”、“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 世

界大学城”、“ 优酷网”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媒体多样化、学习形式合作化；参考相

关精品课程学习网站，为学生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的目的，任课老师应根据教材、授课计划制作 PPT 教

学课件，防止照本宣科。

电工论坛 http://bbs.ybx8.cn

三维网技术论坛 http://www.3dportal.cn

计量检测与机械技术论坛 http://www.hyabbs.com/

世界大学城：http://www.worlduc.com 等

（二）评价建议

1、评价标准

本鉴于中职学校培养目标，坚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重点，考核标准应体现以任

务驱动的项目化课程特征，建立以体现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标准。课程考核

强调能力标准及考核的整体性,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态度的考核，检验学生的职

业能力。坚持实践与理论考核相结合，既有考核技能为主的操作考试，又有测试认

知水平的知识考试；坚持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主要考察学习态度和职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7%EB%B9%FA%BB%AA_1
http://bbs.ybx8.cn
http://www.3dportal.cn
http://www.world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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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结果考核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考核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知识，实践

考核主要考察操作技能。课程期评成绩=平时成绩×10%+实践技能成绩×60%+期末考

试成绩×30。

2、考核内容

表 6 课程考核内容一览表

考核模块 支撑知识
理论考试内容

操作考核内容

钳工概述 1、机械装配与调试基础知识

以安全实例为载体

2、工厂、学校中的安全实例

3、钳工的工作内容

4、“6S”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3、钳工的任务和内容；

4、钳工的工作内容；

5、工厂、学校中的安全实例

6、“6S”的内涵，钳工操作规

程。

钳工实训车间现

场整理，“6S”的

践行

钳工常用

量具的认

识和使用

1、长度单位的换算及公、英

单位的换算

2、各类量具的使用

3、卡规、塞规、塞尺的使用

4、量块的使用

5、游标卡尺、百分表、角度

尺的结构及使用

1、常用工量具的结构、功能、

规格、性能；

2、长度单位的换算及公、英

单位的换算

3、常用工量具的读数、示值

原理。

4、游标卡尺、百分表、角度

尺的结构及使用

1、使用常用工量

具检测零件尺寸

2、识别常用工量

具

3、使用常用的工

量具

4、“6S”的践行

钳工划线

1、零件加工划线的作用、目

地

2、平面、立体划线的基准选

择

3、划线工具的选择

4、以零件加工划线为实例

1、零件加工划线的作用、目

地

2、平面、立体划线的基准选

择

3、划线工具的选择

4、制定典型零件的划线工艺

1、制定典型零件

的划线工艺、步骤

2、根据划线工艺、

步骤对典型零件

划线

3、“6S”的践行

锉削

1、各类锉刀的结构和规格

2、锉刀、台虎钳、工件正确

使用

3、锉削操作

4、锉削方法

1、各类锉刀的结构和规格

2、锉刀、台虎钳、工件正确

使用及要求

3、锉削操作工艺及方法

4、锉削操作步骤及要求

1、正确识别锉刀

并根据工艺要求

选用锉刀

2、正确进行典型

零件的锉削

3、“6S”的践行

錾削 1、錾子、手锤握法；站立姿

势、工件装夹

2、以錾削操作的基本动作为

实例讲述

3、錾削工具

4、錾削操作

5、平面錾削

1、錾子、手锤握法及要求

2、錾削工具的选用方法

3、工件装夹的方法和要求

4、錾削操作工艺及步骤

5、平面錾削的操作工艺

1、錾子、手锤握

法；站立姿势、工

件装夹

2、根据工艺要求

选用錾削工具

3、完成典型工件

的錾削操作

4、“6S”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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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削 1、手锯握法、站立姿势、

2、工件装夹

3、以锯削操作的基本动作为

载体

4、锯削工具、锯削操作、锯

削方法

1、工件装夹的方法及要求

2、以锯削操作的基本方法及

要求

3、锯削工具的选用、锯削操

作工艺的选择

1、手锯握法、站

立姿势

2、工件装夹

3、完成典型工件

的锯削加工操作

4、“6S”的践行

孔加工 1、钻孔、扩孔、铰孔的方法

和工艺

2、钻孔设备的使用、钻头的

结构

3、铰刀的使用、结构

4、扩孔钻的使用、结构、

1、钻孔、扩孔、铰孔的方法

和工艺要求

2、钻孔设备的使用方法、钻

头的结构

3、铰刀的使用、结构

4、扩孔钻的使用、结构、

1、正确识别、选

用合适的孔加工

工具

2、确定孔加工工

艺并按工艺要求

进行孔的加工

3、“6S”的践行

螺纹加工

1、螺纹的基本知识

2、丝锥、台虎钳、铰杆

3、螺纹加工

4、攻螺纹、套螺纹

1、螺纹的基本知识

2、丝锥、台虎钳、铰杆的使

用要求

3、螺纹加工的工艺方法

4、攻螺纹、套螺纹的步骤和

要求

1、丝锥的选用

2、攻螺纹、套螺

纹的加工方法

3、“6S”的践行

3、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课程结束考核相结合、突出技能考核的方式，注重

过程考核。打破传统单一考试模式的垄断局面,从深入、确切地考查学生的知识、能

力、素质出发,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①笔试、②操作考试。在具体运用时,考虑具

体的考核内容及测试要点。笔试侧重学生对钳工零件图样的理解能力和钳工加工工

艺的分析能力；操作考核侧重要求学生的工艺流程、实操技能及现场管理能力, 把

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入到实践教学中。其考试的重点是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缩短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期。

表 7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项目 考核主体 考核地点
考核

方式
考核内容

比例

分比例 总比例

课堂教学 任课教师 一体化教室
考勤 学生出勤 5%

10%
批阅 平时作业 5%

操作考核 任课教师 钳工实训室

实操

钳工实训车间现

场整理，“6S”

的践行

2%

60%

实操

钳工常用工、量

具及设备的认识

和使用

4%

实操 钳工划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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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 工件锉削 6%

实操 工件錾削 6%

实操 工件锯削 6%

实操 孔加工 14%

实操 螺纹加工 16%

综合知识 任课教师 一体化教室 笔试 综合知识 30% 30%

4、考核结论

表 8 课程考核结论表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90～100 80～89 60～79 60 以下

八、附录

1、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与修订。

2、任课老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单元教

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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