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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现场照片

图 1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现场照片

图 2 曾明华专家发言



图 3 刘明华专家发言

图 4 彭铁光专家发言



2017 年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专家评价表



记录：

参会人员：（校级领导、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机电专业组人

员）

为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建设力度，

推进国家示范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学校于 2017年 4月 8 日

下午在学校三楼会议室成功召开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成立大会。来自企业与高职院校的 12位专家，林山副校长、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阳根民、核心课程负责人申玉红、刘克军、

李先良等教师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我校艾建瑜校长主持。

会议内容：

一、校外专家情况介绍：

曾明华 怀化市教育局 职称科科长

王晓瑜 怀化市教育局 副科长

魏敏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副院长/教授

李玉民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副院长/教授

彭铁光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教务处处长/教授

李细平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院长/教授

宋钢 广州市东洋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

段祖明 湖南金大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机电部部长/高级技

师

杨圣良 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高级技师

刘明文 华峰电子器材厂 生产部部长/高级技师

谢商精 怀化日报 副总编辑

蒋海莲 怀化东方印象服装有限公司 厂长

校内人员情况介绍：

二、林山：

1、代表学校热烈欢迎校外专家

2、教改的方式、支持材料、企业问卷调查表、专业人才培养

方向、过程材料有纸质材料、还有会议支撑材料存档。



3、明确人才培养的能力构成、企业专家指导及意见、提出今

后工作的要求。

三、李萍：今年是我校示范校建设第一年，市场调研先行《机

电技术及应用》

1、示范校的过程，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养成素材的收集、工

作过程留下、纸质和电子材料的收集。

2、每一个阶段的完成要有成果的提炼，而且要做好及时归档

3、做了工作发一个简报，及时交到项目办

林山：希望大家做好笔记

张斌：提出要求

1、示范校建设是一个过程，通过示范校建设使我们真正的与

社会接轨。

2、通过示范校建设使我们与企业对接。

图 5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现场照片





机电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专题研讨会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申玉虹 审 核：

主 持 张斌 地 点 三楼会议室 时间
2017 年 7

月 14 日

会议主题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专题研讨会

记录：

参会人员：

林山、李萍、张斌、阳根民、向志军、向邦友、向远见、杨帆、

谢向华、杨英国、周启和、申玉虹、李先良、刘克军、苏王平、米久

美

会议内容：

一、专业负责人张斌：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及定位

1、专业人才培养作业指导、分析、初步规划（课程建设）

2、专业要有特色及有方向、机电专业面太广

前期调研的总结，做完一个归档、总结，再做下一个内容

3、专业建设的成果

①形成与市场紧密非常高的动态调整机制

②适应我们学校的师资、设备等方面，生涯素质

③得到五本校本教材

最后，形成校企合作的机制，与深圳企业建立“订单”培训班

二、各专业调研组汇报。5分钟/组

1、向志军（恒裕）：

企业背景：恒裕汽车发动机齿圈的制作

煅作、普车、表面材料硬度处理，全国同类型有几千家

机床、机械与电气方面维修滚齿机高精度

机械与电气维修，有强电要求、数控设备要求机械和电气知识相

结合

机床维修、电力拖动不只局限简单三相异步电动机、伺服电机的



普及

2、杨帆（金大地）

维修电工要求越来越低

机械原理、逻辑分析能力欠缺

注重服从、协调能力，电工基础、电子技术（电子仪表方面、传

感器）、PLC 能看懂梯形图、按图查看故障，液压系统属于机械维修

工，电力拖动是核心

3、刘克军（天津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学生 10年前到广州京龙，工资高的有 8000 左右/月，能力强

的去一个月就有 5000 多/月。毕业前、就业前的专向培养、识图能力、

机械装配图、电气图，电工需要懂些机械知识，综合素质能力，学生

的吃苦精神、管理能力、写作能力

总结：京龙公司的待遇较高，不是流水线、可以加强合作。

以变频技术、电力拖动为核心，加强安全意识，提高吃苦耐劳、管理

能力、写作能力。

4、阳根名（圳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触摸屏、手机、电视机、电脑，规模较大。

机电人才从事岗位：线路安装、无尘安装，测试仪器要求

较高，基础要打牢，基础宽，花 1-2个学期与企业做针对性的培养，

全封闭无尘生产，普工进厂前培训三天，技术岗位要求相当高。

5、深圳旭明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配电屏为发电厂、大型企业服务，对中职生需求多。

大学生眼高手低，留不住；初中生上手慢；中职生上手快，稳定率高。

工作不是流水线，是以项目组的形式工作，要求员工能看懂电气原理

图，要懂机械基础，电力拖动、识图、仪表、传感器，能服从管理。

应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素养培养。

三、企业专家把把脉

机电专业中职学生核心课程定位、建设

向帮友：①敬业②工作要踏实



课程：电工基础（理论与实操能力培养）、应用数学（工程）、

电力线路设计。

向远见：专业性强

课程：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力拖动、机械基础。基

础打扎实、培养综合能力

安装电工：专业知识要求不高；维修电工：专业知识多、高，

水平要求高

谢向花：一切从基础做起

向志军：机和电不能脱离，学生不上流水线，但维护流水线

杨帆：注重专业、要有“钻”的精神，农村的相应比城市的

吃苦些，要有出苦精神

四、专业教师

李先良：应该注重学生的吃苦精神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培

养，学校做好基础教学

周启和：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在教的过

程中要重复、耐心，让学生养成学习的好习惯；要求：《电力拖动》

学生过关率过 70%

刘克军：建议每周做专业训导与学生沟通思想

五、张斌：补充 4份毕业生问卷调查（每组）

图 7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专题研讨会



图 8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合照



机电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研讨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 申玉虹 审 核：

主 持 张斌 地 点 三楼会议室 时间
2017 年 7

月 20 日

会议主题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计划论证会

记录：

参会人员：

林山、张斌、向志军、向帮友、李红斌、谢向花、阳根

民、杨英国、周启和、申玉虹、刘克军、李先良、苏王平、张姣、杨

松清、米久美

会议内容：

张斌：介绍了到会的专家及校级领导，同时由项目负责人就人才

培养方案以及专业教学计划进行汇报，最后由各位专家进行点评。

一、介绍专业建设思路

二、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发展过程

三、人才培养方案包含的主要内容

四、教学计划

一、介绍专业建设思路

1.2017 版的人才培养方案，五、六月份集中做 2013 级的机

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方案确定初稿

3.目录、结构介绍 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顶层设计，讲解 2016

级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框架

4. 清 楚 课 程 结 构

公共课（1000）30%、专业课（1000）30%、拓展（300）10%、校外

顶岗实习 30%，总课时 3100-3300±6%。

二、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发展过程

07 年省级精品课，08 年精品专业，12 年省级示范性特色专



业，12年国家实训基地，12年省高培基地

建设怀化市第一流的机电技术应用（机械装调、电子）

验收：中央财政实训基地 15年三个基地验收

三、人才培养方案包含的主要内容

张斌：主要从专业对口就业岗位及岗位职责分析、企业对机电技

术应用人才知识、能力需求情况分析、从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典型工作

任务（岗位）看学生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培养目标、职业目

标与职业能力、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实施条件与保障机制等方

面对机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内容进行汇报。

李红斌：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思路做了阐述。

谢向花：就照明线路这门课程的课程设置和项目要求提出宝贵的

修改意见。

向帮友：本人才培养方案从专业分析、职业目标与职业能源等五

个方面全方位论证了中职机电专业学生的培养，并形成了岗位能力的

课程体系。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工作任

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专业学习领域主干课程分析、专业主干课程描述，

并有与之对应的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课时与学分的分配。

向志军：师资队伍建设增设企业能手上讲台，专业教师下企业等

活动。完善了兼职教师选聘与管理办法，建议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

体系中增加企业、行业参与教学评估这一环节。把行业、企业标准引

入教学评估，要增加企业、行业的专家在教育教学中的比重。

四、教学计划

张斌：主要从课程体系与基本要求、教学模式、教学进度安排、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基本实训条件要求等几个方面对机电专业教学

计划进行了汇报。

教学模式:一体化教学

1.2009年人社部推出一体化教学，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

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重点是怎样让学生有兴趣学，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协助学生完成



学习任务为主。

2.理论实践一体化，教育学习一体化，学校企业一体化，专

业素养一体化，工作学习一体化。

3.以工作页形式展开教学

一体化教学机电专业实施：场地、教材、师资、设备

岗位 技能实现当前就业

综合 技能职业生涯

调研+国家相关职业标准 提炼典型工作技能

教师：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

四、下星期 5.18开会确定具体工作安排

图 9 专业教师做现场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