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一、实施背景

（一）本地区产业发展思路明晰
《怀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提出了：积极运

用区域经济、流动经济的理念来做好“开放发展”的文章，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产业和文化（广告）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

形成以企业科技进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以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以

新型工业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格局。

（二）现有的专业群人才培养规模，不能充分满足区域对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
快速发展的需求

随着国家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的发展，整个装备制造业智能化越来越广泛，一批

“灯塔工厂”的示范引领，推动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也带动了怀化区域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怀化市 2016-2020 年劳动力人才市场需求分析报告》表明，2020

年怀化市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技能人才需求存在 31700 人的缺口，而区域内职业

院校的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没有充分对接国家职业标准和行

业企业用人标准，没有建立依托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公共实训基地的机制体制，

满足不了区域内行业企业对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技能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的需

求。

（三）现有的专业群实践教学项目，没有充分对接企业生产真实任务及设备
专业群现有的实训项目主要来源教材里的案例，但由于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的快

速发展，教材中的实训项目同企业典型工作任务及设备不相适应，学生学习的技能

同生产实际脱节，企业找不到能够马上就能够用上的毕业生，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培

训，增加了企业用人成本。

（四）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培养效果，不能实现“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目标
学校现在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实训室虽然较多，但实训室功能布局和

实训项目设计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实现群内专业共享，发挥充分发挥实训体系的公

共实训基地效益，对学生技能的培养也缺乏系统性，达不到“知行合一”的技能人

才培养目标。

二、主要目标

按照“知行合一,技能递进”的理念构建起来的“平台共享、突出方向”的专业

群实践教学体系，将开发对接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实训项目、按照企业生产

实景来完善实践教学条件、遵循学生技能成长规律来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实施“工

学结合”实践教学方式及评价方式改革、建立长效的公共实训基地运行机制等举措，

探索“平台共享、突出方向”的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模式。践教学方式及评价

方式改革、建立长效的公共实训基地运行机制等举措，探索“平台共享、突出方向”

的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模式。

三、实施过程

（一）制定构建“知行合一，技能递进”共享性实训体系方案
专业群设计了“知行合一，技能递进”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流程（图 1），并通过

调研及论证，制定了《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案》，明确

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技能递进、知行合一”，建设内容为实训标准、实训项目、实训

条件、教学团队、实训模式、评价体系等，建设的标准要满足“五位一体”的公共



实训基地需求，建设途径为学校为主，校企共建、政府支持。

图 1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流程图

（二）按照“三对接”原则，构建“知行合一，技能递进”共享型实践教学体系
按照“实训项目”对接怀化区域矿山及食品加工企业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和国家职业标准；“实训环境”对接生产环境，划分为初、中、高级

工培养三个层次，满足技能鉴定和社会培训的需求；“实训教学”对接学生技能成长

规律。在实施过程中，按照基本技能、专项技能、综合技能、顶岗能力的“技能递

进”顺序开展实践教学，形成系统的技能培养体系，达到“知行合一”的要求，使

学生职业技能水平逐步接近企业生产一线要求。

（三）对接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国家职业标准，系统开发实践教学资源
专业群同怀化金大地、怀化恒裕实业、怀化职院等企业院校合作，通过调研、

遴选、论证、开发的环节，以怀化区域矿山及食品企业机电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国

家职业标准为依据，确定了专业群 14 项岗位职业能力要求，116 个典型工作任务，

以此为依据，制定了 10 个实训标准、开发了 108 个实训项目、68 个实训微课、66

个实训教学 PPT、同东北师大共同开发《照明线路》和《机械装调》两门课程实践

教学资源，购买了宇龙仿真实训教学资源库等,建立了实践教学资源库。我们还同怀

化市技能鉴定中心、安监局合作，共同开发维修电工中、高级技能鉴定题库、特种

作业实操培训考试系列教程。

（四）对接企业生产环境，优化“工学结合” 的专业群实践教学环境
专业群以校企合作为基础，按照“基本能力、专项能力、综合能力及校外顶岗

实习”的功能划分，按照职业技能鉴定设备要求，结合企业生产环境及文化，对专

业群实训环境进行优化整合，建成 15 间校内专业群实训室和 14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满足了专业群“实践教学、社会培训、技能鉴定、技能竞赛、技术研发”需求。

（五）对接企业生产流程，推行“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改革
在专业群实践教学中，我们推行行动为导向的“教、学、做”一体化实践教

学改革。对接企业实际生产的流程：接受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施工前准备--

现场施工--施工项目验收--工作总结与评价来组织实践教学，同时结合企业生产实

施情况，将学生分成不同的项目组，模拟企业人员的分工，通过团队协作共同完成

任务，将工作规范、团队协作、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实现学生

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同步培养。

（六）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建立多元化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专业群建立以综合职业能力考核为核心的学生技能评模式。制定《教师教学评



价办法》、《技能抽查实施办法》、《企业（行业）专家评价制度》等评价制度，按照

技能水平 50%、劳动纪律 20%、实习手册填写 10%、职业素养 20%。的标准来评价，

平时任务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各占 50%。在教师单一评价模式中引入学生自评、

小组互评结合的模式，在学期考核、技能抽查中还引入企业专家的评价，毕业考核

同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逐步形成行业企业专家、教师、学生、认证机构专家等共

同参入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七）以“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建立长效的专业群实践体系运行机制
学校成立由教务科、系部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制定《实践教学工作管理规定》、

《校内实训基地运行管理制度》、《校外顶岗实习基地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在管

理中突出“共享原则”，实训体系分专业基础实训基地、专业群方向实训基地及技能

培训实训基地，除满足实训教学需要外，依托实践教学体系，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服

务，发挥“五位一体”功能，实现体系良性高效的运行：同怀化金大地、怀化恒裕、

辰州矿业等多家企业共同成立“员工培训基地”，提供多层次的技能培训；同怀化技

术能手向志军共同成立“机电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技术研发；同怀化市技能鉴定

中心、安监局合作，共同开展等级证书和上岗证书培训考证；同人社局、移民局、

民政局等部门合作，成立各类技能培训基地，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和技术服务；同怀

化市教育局合作，承办市技能竞赛和接受兄弟院校来校考察等多方面的工作。

四、条件保障

（一）实训环境建设保障
专业群对接怀化区域矿山及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环境，融合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目

标，添置了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可编程控制及机械装调等实习实训设备，

新建和改建 15 个校内实训室（车间），提供 488 个专业群实训工位，不但满足专业

群学生实践教学需求，而且满足专业群开展各类社会服务工作需求。

（二）教学理念培训保障
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对师资团队进行实践教学体系建

设标准及举措、实训教学项目开发流程及规范、实践教学方式及评价方式改革的途

径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师资团队的专业群建设能力，树立教、学、做合一的实践教

学理念。

（三）校企合作平台保障
专业群依托“怀化市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通过同企业一起共定人才培养

方案、共同开发实训项目、共建实训基地、互培互聘技术人员等工作，建立良好的

校企沟通合作平台。

（四）实训项目开发保障
专业群编制了《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实践教学项目开发技术指南》，通

过对接辰州矿业、湖南金大地、汇源果汁、华亚数控、怀化商贸物流园等行业企业

的典型工作任务，按照“调研、分析、转化、论证、实施、调整”这“六步”流程，

开发 108 个专业群实践教学项目，编写了实训标准及实训指导书。

五、主要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

（一）主要成果
1.建成 “五位一体”专业群实训基地

本专业群实训基地和实训体系不但能充分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求，实现对学生

技能系统性的培养，而且可以满足技能鉴定、职业培训、技术研发、技能竞赛等多

方面的需求。



2.建成共享型专业群实践教学资源库

建成了包括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群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标准、实训标准、

实训项目实训指导书、实训微课、实训素材等资源，并通过网络课程平台，实现了

资源共享。

3.打造区域内公共实训品牌基地

本专业群先后建立“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湖南省特种作业培训考试

基地”、“湖南省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湖南省水库移民技能培训基地”及“湖南

省退伍军人技能培训基地”，扩展了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功能，打造了区域机电技能

人才公共实训及培养基地品牌。

（二）主要成效
1.学生职业技能得到系统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对学生技能的系统培养，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近

三年，师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共获 13 个省级、20 个市级奖的良好成绩、专业群

技能抽查合格率达 96.8%、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率为 100%。由于实训项目来源

于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人才培养同企业需求高度契合，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得

到加强，就业率达 100%，对口就业率达到 85.9%，企业满意率达 98%。

2.专业群社会服务能力得到加强，社会美誉度显著提高

依托完善的专业群实践体系，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开展广泛的社会服

务，预计年开展各类培训达 20000 人/天，实现培训收入 100 万元；年接受职业技能

鉴定 1500 人次；组建“技能大师工作室“，校企共同预计申报了 1-2 项实用新型专

利，提供技术服务 10 次以上。做到专业群实践体系的建设成效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及认可。

3.通过进行专业群实训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双师型团队的建设

通过为企业进行技能培训、结对企业技术专家，共同开发实训资源的、实施实

训教学改革、进行技术研发等工作，极大的锻炼了教师专业群技能水平，推动了师

资团队建设，实现教师个人成长和专业群建设双丰收。



校内外实训基地统计表

校内机电专业实训基地统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1 照明线路安装与检修实训车间

2 机床电气线路检修实训车间

3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实训车间

4 工厂变配电技术应用实训车间

5 电子装配实训室

6 绘图实训室

7 手工加工实训室

8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9 电力拖动实训室（1）、（2）

10 怀化市特种作业实际操作培训考试室

11 液压与气压技术应用一体化实训室

12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检修一体化实训室

13 机械装调技术应用一体化实训室

14 PLC 与变频器技术应用一体化实训室

15 可编程与单片机控制技术一体化实训室

16 电子创新综合实训室

17 电力拖动一体化实训室

18 CAD 实训室

19 技师工作室



校内数控专业实训基地统计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1 钳工实训室

2 车削加工实训室

3 数控仿真 CAD/CAM 实训室

4 数控车削加工实训室

5 数控铣削加工实训室

6 机械装拆测量实训室

校外实训基地统计表 1

序号 企业名称

1 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美加高科技集团

3 深圳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4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湖南骏泰浆纸有限公司

6 怀化市天凯矿茂建材有限公司

7 湖南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8 湖南湘维有限公司

9 湖南湘鹤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湖南华洋铜业

11 索尼精密部件（惠州）有限公司

12 怀化柏林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校外实训基地统计表 2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1 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 怀化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

3 怀化恒裕实业有限公司

4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5 怀化金升阳有限公司

6 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7 珠海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8 深圳福豪鸿模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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