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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企共建订单式培养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以就业为导向的“订单式”人

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推进和规范我校“订单式”人才培养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方案。

第二条 订单培养，是指企业根据岗位需求与学校签订用人协议后，由校企双

方共同选拔学生，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组织教学等一系列

教育教学活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条 订单培养的优势

1、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企业给学校下的“订单”，最直接地表达了

企业对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通过“订单培养”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企业

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直接参与教学全过程，因此，可以实现人才供需双方零

距离的对接。

2、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订单培养”可以实现校企双方的优势互补。通

过“订单培养”这个合作平台，一方面，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师资

与设施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技能培养和岗位实习中的技术与

设施的优势。

3、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订单培养”提高了毕业生专业对口就业

率与就业质量，从而降低了学校的办学风险和成本，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

用。通过“订单培养”，也增强了学校的市场意识，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了

学校的社会声誉。

第二章 “订单培养”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面向市场，适应需要

1、各专业系应树立强烈的市场和服务意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市场调研，掌握

企业的需求信息，选择适当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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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对象时的考虑因素：①合作对象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情况及企业发展状况，学生毕业后是否愿意到合作对方去；②合作对方的设备

条件、技术和管理水平，学生能否学到知识与技能，能否学以致用；③合作对方对

“订单式”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第五条 平等协商，互惠互利

“订单式”培养的校企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合作， 在实施“订单式”培养

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等多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一要有利于

学校利用企业的优质实践性教育资源为教育服务；二要有利于企业利用我校办学特

色，为企业有针对性地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三要有利于贫困生资助工作，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的后顾之忧；四要有利于实现学生专业对口就业，提升就业

质量，保证学生自愿参与到这种定向培养工作中去。

第六条 课程设置以就业为导向

1．课程设置应充分考虑合作企业就业方向的需求，直接与就业目标挂钩，甚至

落实到某种职业和具体岗位；

2．课程设置应满足工作需要，即根据职业的知识、技能和素质需要来确定课程

的性质和内容；

3．要处理好学生即时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专业技术学习为基础，兼顾

就业需要的灵活性。

第三章 “订单培养”的流程

第七条 签订“订单培养”协议。“订单培养”建立在校企合作双方相互信任

的基础之上，通过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形成一种法定的委托培养关系，“订单

培养”协议签订按《怀化工业学校校企合作管理制度》第六条执行。

第八条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课

程开发是校企双方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要根据企业岗位的实际需要，进行职业岗

位分析，明确培养对象所应具备的道德知识、技能、综合能力等各种职业素质与能

力。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及内容如下：（一）制定原则：订单班人才

培养方案与合作企业要实现“四接轨”：①人才培养目标与合作企业的岗位任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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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接轨；②教学内容与合作企业的工作任务相接轨；③能力培养、考核要求与合

作企业的职业技能训练鉴定相接轨；④学生素质培养、评价与合作企业的企业文化、

职业素养相接轨。（二）制定内容：①招生对象与学制；②培养目标与规格；③应

获取的主要职业资格证书与毕业条件；④各教学环节时间分配表；⑤编制说明（应

特别注明本人才培养方案所适用的班级信息）；⑥教学计划总表；⑦实践教学计划

表（包括实训内容、学时或周数、实训地点等）。

第九条 订单班的组建。订单班组建应采取公告、宣讲等形式让学生充分了解

用人企业情况及其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工作地域、薪酬待遇等事项，采取学生自愿

报名、学校推荐和用人企业选择的方式组建。

第四章 “订单培养”组织体系

第十条 专业系职责

订单式人才培养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必须遵守中等职业教育

教学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专业名称需按教育部专业目录要求规范，课程体系特别是

主干课程必须符合教育部专业目录中的要求：

1、负责订单培养班的开发、组建及管理，负责与企业共同订单培养人才方案的

制订。

2、负责订单培养班校企双方教师及班主任的安排及考核。

3、负责订单培养班顶岗实习的管理，负责与学校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及企业共

同对学生进行毕业成绩的评价。

4、负责订单培养班学生学习期间，与校企的联系与沟通，确保《订单培养协议》

各项内容的落实。

5、负责组织制订本专业系订单培养的机关文件，开展订单培养的研讨工作，不

断总结经验，提升订单式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第十一条 教务科职责：

1、负责对各专业系与企业共同制订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核并协助落实，

对因订单培养新产生的课程分工及费用分担进行确认。

2、对各专业系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工作状况进行定期检查、督导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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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招生就业科职责：

1、负责联系和接受各类用人单位“订单”培养的意向和人才规格要求，并及时

反馈到各专业系和相关部门。同时，协助各专业系与订单培养企业签订协议。

2、负责“订单式”培养的学生遴选与组织协调，并组织学生与企业达成协议，

对涉及学生入学和就业的协议条款进行审核和确认。

3、负责组织和落实订单企业对学校的办学支持，或对学生个人的学业补助与奖

励事项。

4、通过学生管理系统，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做好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信息反馈工

作。

5、协助各专业系强化对订单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研究确定订单式学生综合素质

指标体系，以及不同年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阶段目标、方法渠道和有效措施。

6、负责学生到订单企业就业的相关工作。

7、负责组织订单培养毕业生的质量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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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亚数控订单班学生名单

序号 年级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 民族 籍贯 专业 班级

1 2017 级 唐卓玲珑 男 43122420010921793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 2017 级 周晓东 男 431202200305194039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3 2017 级 李润 男 4312221998070300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4 2017 级 蔡金江 男 431222200011240031 土家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5 2017 级 黄元元 男 4312231999102442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6 2017 级 黄霖 男 43122620010901701X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7 2017 级 王德润 男 43123020020705031X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8 2017 级 张晓东 男 4312232002112416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9 2017 级 易利勇 男 43128120010722521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0 2017 级 粟祖辉 男 431222200202274293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1 2017 级 李杰 男 43122220030205487X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2 2017 级 唐继国 男 43122320030103441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3 2017 级 杨天书 男 431227200009070012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4 2017 级 杨佳豪 男 4312212001110438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5 2017 级 周琛 男 430529200010300012 汉族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6 2017 级 杨国祥 男 43122119990821081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7 2017 级 江波 男 43122220040116023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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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7 级 赵家辉 男 43128120021003325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19 2017 级 陈湘烨 男 43128120020611101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0 2017 级 周召阳 男 4312022001012232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1 2017 级 杨奥 男 431230200212175133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2 2017 级 覃耀东 男 43122320020228421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3 2017 级 潘唐利 男 43123020011128065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4 2017 级 杨天梁 男 43122720010404631X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5 2017 级 吴思豪 男 445222200206224010 汉族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6 2017 级 吴愿开 男 431230200111204257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7 2017 级 李泳君 男 4312812000052244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8 2017 级 胡祖怀 男 43128120020525443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29 2017 级 陈军宏 男 4312022002081704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数控技术应用 17 数控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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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华亚数控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 专业名称：数控技术应用

（二） 专业代码：051400

二．招生对象与学制

（一）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二）学 制：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三年。

三. 培养目标

本专业订单班面向怀化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身心健康，敬业爱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吃苦耐劳服务精神；熟悉各类

机械结构、机械识图、零件图绘制、零件检测方法、数控加工工艺等知识；掌握

普通机械加工、数控编程、数控设备操作、零件检测和设备维护保养等技能；能

从事数控铣床操作与编程，铣床操作，产品质量的检验，数控设备的管理、维护

等一线职业岗位工作，具有职业生涯发展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能型人才。

四. 职业范围

（一）就业岗位

专业化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数控设备操作 数控铣工 数控铣工中级

（二）拓展岗位

序号 专业化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1 普通机床操作 铣工 铣工中级

2 产品质量检验与管理 质检员 机械产品检验工中级

3 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 装配钳工 装配钳工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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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才培养规格

（一）思想政治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诚实守信、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

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

2、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

设的有关知识，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

重要问题的能力，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

3、具有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以及成才观，具有良好

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和法律意识。

（二）科学文化

1、具有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

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

２、具有计算技能、计算工具使用技能和数据处理基本技能，以及观察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

3、具有利用计算机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常见问题的基本能力。

4、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文化知识、体育技能和方法，具备健康人格和较

强的体能素质。

5、能运用有关的基本知识、技能与原理，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对艺

术的理解与分析评判的能力。

6、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

7、了解我省装备制造优势产业发展状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和相关政策；了解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材料的发展和应用趋势。

8、具备生产、生活中的必备的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具备基本的法律

常识和良好的守法意识，具有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意识。

9、了解湖湘文化渊源、本质精髓，了解地方历史、文化、地理概貌和经济

发展特色，为湖南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10、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书法、艺术的基本鉴赏能力。

（三）职业能力

1、基本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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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识读零件图与绘制简单零件图的能力；

（2）具备查阅标准和手册的初步能力；

（3）具有检测产品的基本技能及分析零件加工质量的初步能力；

（4）具有钳工制作和使用普通设备加工零件的能力；

（5）具有安全用电和使用常用电工工具的能力；

2、岗位核心能力

（1）具备编制和实施一般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初步能力；

（2）具有正确选择刀具、夹具、量具的能力；

（3）具有手工编制零件加工程序的能力；

（4）具有正确使用数控机床加工产品的能力；

（5）具有检测产品精度和控制加工质量的能力；

（6）具有对数控机床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排除简单故障的能力；

（7）具备车间一线的生产和技术检验及管理方面的初步应用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1）具有使用CAD/CAM软件进行三维建模、编程及仿真的能力；

（2）具有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知识和质量意识；

（3）具有信息检索和分析处理能力；

（4）具备现代企业班组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能力；

（5）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6）具备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四）人文素质

1、能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2、身体健康，能胜任职业岗位工作；

3、心理健康，具备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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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考证时间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数控铣工 第4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级 必考

2 装配钳工 第3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级 选考

七．毕业基本要求

1、操行评定合格；

2、所修课程（包括实践教学）的成绩合格；

3、获得湖南省职业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

4、顶岗实习鉴定合格；

5、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铣工、装配钳工中级工（四级）证

书，并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

八．课程结构

1、本课程结构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教学为

30 学时/周，校内实训及顶岗实习为 30 学时/周。军训、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

入学教育安排为 1周，军训安排为 1周，毕业教育为 2周。

2、本专业三年总学时为 3270 学时，其中公共课 940 学时，占 28.7%；专业

课 994 学时，占 30.4%；拓展课程 316 学时，占 9.7%；顶岗实习 1020 学时，占

31.2%。

3、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为必修课。

4、能力拓展课程为选修课，学校根据学生就业岗位、学生的学力和兴趣，

合理选择相关拓展课程，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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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基本

能力

公

共

课

专

业

课

顶岗实习与社

会实践

岗位

核心

能力

拓

展

课

横 向 递 进

人文素

质拓展

专业能

力拓展

德育

语文

数学

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

体育与健康

SIYB创业培训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创业理念

职业模块

职业模块

拓展模块

创业实践方法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职业模块

职业模块

数控车削加工

数控铣削加工 轮廓类零件加工 孔类零件加工

简单轴类零件加工 简单盘套零件加工

曲面类零件加工

Master CAM软件

企业质量管理

机械基础

Auto CAD

极限配合与机械测

企业质量管理基础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平面图形的绘制

公差配合的认知

质量管理技巧

机械传动及零件

文字书写尺寸标注

零件尺寸的测量

二维造型 三维造型

企业文化建设

液压及气动传动

零件图的绘制

形位误差的测量

曲面造型

CAXA制造工程师

电工学 安全用电 交直流电路安装

CAD/CAM软件 铣削零件建模

电机拖动控制安装

铣削零件编程加工

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 校友调研 勤工俭学 公益活动

顶岗实习 岗前培训 数控机床操作 设备维护与保养 加工质量检验

1 2 3 4

1020

316

204数铣岗位

数控机床结构与维修

机械装配技术 机械装配基础 轴承装配

数控车床结构 数控铣床结构

结构装配

数控机床维修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道德与法律 经济政治与社会 哲学与人生

3270

信息检索

礼仪 个人形象礼仪 社交礼仪

网络搜索引擎 数字化信息检索

职业从业礼仪

数控加工手册查询

湖湘文化

演讲与口才 朗读和朗诵 言语交际技巧

湖湘历史 湖湘地理

态势风度设计

湖湘文化

综合零件加工

课程名称 专项能力

手工零件加工 钳工设备操作安全 钳工划线 钳工面加工技术

车削零件加工 车床操作安全生产 轴类零件车削 套类零件车削

机械制图 平面图形识读绘制 组合体识读与绘制 零件图识读与绘制

参考课时

综合类零件加工

钳工孔加工技术

60

常用、标准件读绘 装配图识读与绘制

表面粗糙度的测量

装配图的绘制

零件质量综合检测

自动编程

车工综合实训

180

76

64

68

68

164

130

174

132

132
166
140
30

994

9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乐欣赏 音乐理论 音乐素养 36

44

综合加工及装配

+
装配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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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

模块

分类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按学期分配周学时 考核

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18周
二
19周

三
19周

四
19周

五
18周

六
16周

考试 考查

公

共

课

程

公

共

课

程

语文 174 174 0 4×17 4×19 2×15 √

数学 132 132 0 4×16 4×17 √

英语 132 132 0 4×16 4×17 √

计算机应用基础 166 46 120 4×16 6×17 √

职业生涯规划 32 32 0 2×16 √

职业道德与法律 34 34 0 2×17 √

经济政治与社会 34 34 0 2×19 √

哲学与人生 30 30 0 2×15 √

SIYB创业培训 30 30 0 1周 √

音乐欣赏 36 36 0 2×18 √

体育与健康 140 30 110 2×16 2×17 2×19 2×18 √

小计 940 710 230 16 20 8 8

专

业

课

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机械基础 64 54 10 4×16 √

极限配合与机械测量 68 32 36 4×17 √

Ａuto CAD 68 20 48 4×17 √

车削零件加工 44 4 40 2周22 √

专业

核心

课程

机械制图 164 44 120 6×16 4×17 √

手工零件加工 180 40 140 2周 2周 12×5 √

数控车削加工 60 10 50 6×10 √

数控铣削加工 204 54 150 12×12 6×10 √

Master CAM软件应用 76 22 54 4×19 √

数控机床中级实训 66 0 66 3周22 √

小计 994 280 714 8 8 16 16

能

力

拓

展

课

程

人文

素质

课程

社交礼仪 32 32 0 2×16
三

选

二

√

湖湘文化 32 32 0 2×16 √

演讲与口才 32 32 0 2×16 √

专业

能力

课程

数控机床的结构与维修 90 30 60
14×5

2×10 五

选

三

√

企业生产质量管理
60 40 20 4×15

√

电工学 √

CAXA制造工程师
102 32 70 6×17

√

机械装配技术 √

小 计 316 166 150 4 0 6 6

顶岗实习 1020 1020 18×30 16×30

合 计 3270 1156 2114 30 30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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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教学实施建议

（一）教学组织形式

公共课以班级组织教学；专业课以班级组织教学为主，辅以分组教学，开展现

场教学，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拓展课可以采用分组教学制，学校将拓展课程分成若干兴趣组，学生按照个人

发展需要选择分组，同一组学生学习的课程相同。

顶岗实习以现场教学为主，定期开展分组集中教学。

（二）主要教学方法

1．四阶段教学法。通过对基础知识、技能技巧进行讲解，再通过操作示范，使

学生了解并掌握知识点和技能操作要领，再指导学生进行模仿操作，对知识、技能

有直观的体会和认识，最后给出类似任务要求学生独立操作完成零件的加工，并符

合图样要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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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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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企业生产实际中选择项目载体、提炼学习任务，并通过与现

场教学、讲授法、讨论法等其它方法的结合，提升教学效果。各项目或单元设置明

确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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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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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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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仿真教学法。通过计算机虚拟加工环境，结合项目任务进行编程和仿真加工，

突破硬件设备限制，提高学生兴趣和教学效果。

（三）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指导方法

1、注重学生思想的动态变化

把握学生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加强学生思想疏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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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与企业沟通学生想法，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帮助学生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过

渡。

2、针对实习、实践企业的特点开展指导

指导教师应结合实习、实践企业的特点展开针对性指导，从企业的特色出发，

引导学生认知岗位和适应岗位、行业工作，并全面展开实习、实训活动。指导教师

应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企业指导老师积极合作，推动顶岗实习方案的有效实施。

3、将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指导与就业指导结合

就业指导工作融入顶岗实习和社会实践指导工作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念，在认知企业，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岗位的选

择。

十一. 教学评价

教学计划规定开设的理论课程和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包括实验、实习、实训、

社会调查)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可采取考试、考查等方式。把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

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一）文化及专业理论课程考核

以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实行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评定方法：其中，

过程考核60分（其中：平时表现10分；相关知识的综合应用20分；平时测试30分）；

期末考核40分。

（二）实训操作考核

采用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理论与专业技

能相结合，以学生职业知识、技能与素养考察为重点的形成性评价。

（三）顶岗实习考核

以企业评价（企业主管、企业指导教师）为主，结合学生自评、实习报告、实

习带队教师考评。

1、企业考核：占考核成绩40%，由企业根据学生在企业的工作态度和掌握的专

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2、学生自评：占考核成绩20%，由学生根据自己在企业的工作态度和掌握的专

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3、实习报告：占考核成绩20％，根据学生总结能力予以评定。实习报告中应包

括实习计划的执行情况、质量分析与评估、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经验体会与建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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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习带队教师考评：占考核成绩20%，由带队教师根据学生在企业的工作态

度、遵守纪律和掌握的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十二. 师资配置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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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专任教师原则上按生师比16：1的标准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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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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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职教师要求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专任教师配置要求，如下表所示（表13）：

类别 基本要求 专业要求

专

业

带

头

人

职业道德高尚，职

业教育理念先进，

有教学管理经验，

具有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证，中级以

上职称，双师素

质，责任心强

1、专业功底深厚、知识面广、思维活跃、视野广阔，对专业发展有较强的

预见性，能准确把握专业发展方向；

2、具有较强的教改和科研、技术服务能力、主持过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

教改项目，能指导骨干教师开展教改、科研工作；

3、具有规划、管理团队能力，能带领专业团队开展专业调研，组织工作任

务分析，构建课程体系，开发专业核心课程，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有效实

施人才培养方案，有效实施人才培养方案；

4、具有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实践能力和行业经验，能解决生产现场的实际问

题，在当地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人际交往。

专业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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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及技能资格，双

师资质，责任心强

1、具有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能承担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2、善于将企业的任务转化为课程的项目化教学的能力，具有课程的项目化

开发能力；

3、善于结合工程实际和教学需要，提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4、具有两门以上专业技术课程教学经验；

5、具有较强的教改和技术服务能力。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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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有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能承担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2、能积极参与实训基地建设；

3、积极参与课程建设，能在指导下进行课程开发；

4、具有两门以上专业技术课程教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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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技能资格，双

师资质，责任心强

5、能积极参与教改和技术服务项目。

实习

指导

教师

大专以上学历，具

有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资格及技能

资格，责任心强，

能有效的指导学

生实训

了解本专业技术发展应用情况，参与企业调研，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参与专业教师对学生的专业入门教学、社会实践活动、毕业教育等，参与顶

岗实习的管理工作。

（三）兼职教师聘请与管理

兼职教师应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沟通表达能力

强。兼职教师应该在顶岗实习指导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方面发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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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兼

职教师应提供和专任教师相同的福利待遇，增强兼职教师的归属感。应加强对兼职

教师的跟踪，完善兼职教师培养的评估与反馈体系，允许学生根据教师的教学能力

水平选择或调换兼职教师，实现兼职教师的优胜劣汰。

十三. 修订说明

1. 做到“专业对接产业”。在修订过程中，落实“坚持以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和

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注重人才培养方案与合作企业的发展需要相对接。同时，

以能力拓展课的形式完善学生职业规划，以适应学生职业生涯的横向发展，使专业

内涵能够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2. 改变实践教学方式，加强顶岗实习，实现与岗位“零距离”接轨。通过人才

培养方案的修订，应落实“以能力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在整个教学中理论教学以

够用为度，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通过调整教学安排，将部分课堂实践教学转变为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从而实现与生产岗位“零距离”接轨，达到提高数控专业学生

实践能力的目标，适应企业职业岗位的就业要求。同时，以学生是否获取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作为检验学生是否具有某种职业能力的重要依据。

3. 突出就业导向。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要进一步从职业素养要求方面明

确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使其符合于数控技术应用行业的人才需求；积极推行分成

培养的“双证书”制度；针对数控技术应用职业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特征

设置相应的专业课程，以提高学生职业岗位适应能力；面对学生职业生涯的横向发

展，通过能力拓展课程的设置，积极拓展新的专业方向。

公共基础课程中增加了《音乐欣赏》，将能力拓展课程中的《创业培训及就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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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调整到公共基础课程中为《SIYB创业培训》；取消了专业课程中的《机械制造工

艺基础》和《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两门课程，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将金属材

料及热处理知识融入《机械基础》课程中； 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改换为《极

限配合与机械测量》，减少精深的理论知识，着重于零件检测技能的培养；按照企业

岗位的要求，增加了《数控铣削加工》课程的课时，以培养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数控

加工工艺分析能力、数控编程和数控铣床操作技能，减少了《数控车削加工》课程

的课时，了解数控车床基本编程和操作即可；增加了《手动零件加工》课程的课时，

以培养学生能够熟练钳工基本操作技能，机械结构装配技能；能力拓展课程增加了

人文素质课程《社交礼仪》、《湖湘文化》、《演讲与口才》三门课程，以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将专业能力拓展课程中《数控机床操作与维护》修订为《数控机床的结

构与维修》，以拓展学生机床装配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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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宏动力订单班学生名单

序号 年级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 民族 籍贯 专业 班级

1 2017级 崔茂林 男 4312232001052344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 2017级 李安 男 43122319991116583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 2017级 杨代杰 男 4312021998102436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 2017级 陆鑫 男 431226200007082152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 2017级 唐姚 男 431227199909171219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6 2017级 石通水 男 43122420020205019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7 2017级 彭文 男 43128120020322023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8 2017级 韩同平 男 43120220010928765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9 2017级 王浪 男 431230200211120616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0 2017级 朱文林 男 4312232001081742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1 2017级 胡楚原 男 431225200206231011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2 2017级 谭孙尧 男 43122320020306201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3 2017级 龚威 男 431321200104119117 汉族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4 2017级 易高翔 男 43128120021210005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5 2017级 张慧龙 男 4312022000110937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6 2017级 周健 男 4312222001122146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7 2017级 潘国伟 男 4312212002061906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8 2017级 姚伦梽 男 431227200104076375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19 2017级 罗广皓 男 431225200209072212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0 2017级 张生俊 男 431222200011214618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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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7级 方瀚 男 43128120011104321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2 2017级 杨馨 男 43122120020612243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3 2017级 向志强 男 43120220020705361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4 2017级 杨峥嵘 男 43120220011016003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5 2017级 李柏霖 男 431225200201270011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6 2017级 杨林 男 4312232001060642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7 2017级 李威良 男 431224200112127575 土家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8 2017级 冉家牟 男 43122220020524003X 土家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29 2017级 欧建君 男 43122320021023441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0 2017级 杨翔 男 4312231999121050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1 2017级 杨卓 男 43122120010109083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2 2017级 舒凡峰 男 43122120020111061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3 2017级 谢润 男 43122320020921561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4 2017级
姚源林 男 433127200104147010 汉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

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5 2017级 彭耀霖 男 43120220020115361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6 2017级 李培玉 男 431227200111274214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7 2017级 吴先胜 男 431227200109084518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8 2017级 王进 男 43122320020818483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39 2017级 张荣 男 431226200208276332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0 2017级 刘丹 男 43122320010208621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1 2017级 张瀚中 男 431225200111112618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2 2017级 曾睿 男 430522200206096573 汉族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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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7级 朱贞桦 男 431225200010214615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4 2017级 顿康 男 43122420021022127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5 2017级 谌自强 男 43122420010830847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6 2017级 文明琪 男 43122320010320641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7 2017级 陈春 男 4312232002032560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8 2017级 谭维麒 男 431222200110075473 土家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49 2017级 卢毅 男 431222200202070119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0 2017级 杨志刚 男 4312252001081714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1 2017级 翟奕茗 男 4312232001081734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2 2017级 熊世杰 男 43122120020719041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3 2017级 易瑞杰 男 4312812001102804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4 2017级 杨轩宇 男 43122120020706225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5 2017级 蒲湘苇 男 43120220010904105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6 2017级 蔡易睿 男 43122420030104775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7 2017级 胡成 男 522426200006081231 汉族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58 2017级 舒朋 男 43302420011115109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7机电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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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微宏动力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 专业名称：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二） 专业代码：051300

二、招生对象与学制

1、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学 制：全日制学历教育三年。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微宏动力订单班面向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必要文化素养，

吃苦耐劳及团队合作精神；掌握电动机控制技术、可编程控制技术、机械装调技术、液

压与气压控制技术及电子技术等知识；熟悉电机控制线路的安装、调试及维修，机电设

备安装与调试、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简单的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与维护等技能；能够

胜任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机电设备装调工、维修电工、自动化生产线维护工

等一线职业岗位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四、职业范围

（一）就业岗位

序号 专业化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1
机电设备安装

与调试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工 装配钳工（五、四级）、

维修电工（五、四级）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与维护工

（二）拓展岗位

序号 专业化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1 机电设备维护及维修 机电设备维修工 维修电工（三级）

2 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维修 PLC程序调试员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四级）

五、人才培养规格

（一）思想政治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诚实守信、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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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合作的品质。

2、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的有

关知识，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的能

力，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

3、具有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以及成才观，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行为习惯和法律意识。

（二）科学文化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有关知识；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

重要问题的能力；具有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以及成才观；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和法律意识。

2、具有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

3、具有计算技能、计算工具使用技能和数据处理基本技能，以及观察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

4、具有听、说、读、写等语言基本技能，以及职场英语的应用基本能力。

5、具有利用计算机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常见问题的基本能力。

6、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文化知识、体育技能和方法，具备健康人格和较强的体

能素质。

7、会运用有关的基本知识、技能与原理，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对艺术的理

解与分析评判的能力。

8、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

9、了解我省装备制造优势产业发展状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战略和相关政策；了解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

料的发展和应用趋势。

10、具备生产、生活中的必备的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和

良好的守法意识，具有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意识。

11、了解湖湘文化渊源、本质精髓，了解地方历史、文化、地理概貌和经济发展特

色，为湖南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12、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书法、艺术的基本鉴赏能力。



3

（三）职业能力

1.基本职业能力

（1）能正确理解安全技术文件要求，制订安全措施的初步能力；

（2）具备查阅机电产品标准和手册的初步能力；

（3）具有能正确选用常用电工工具、电工仪器仪表能力；

（4）具备基本的专业英文阅读能力；

（5）具备基本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6）能正确识读机械图纸和电气线路图；

（7）认识常用电气材料，了解常用机构与标准件；

（8）具备基本直流、交流电路分析计算能力；

（9）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岗位核心能力

（1）掌握基本电动机控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技能；

（2）掌握电气线路装调与检修技能；

（3）掌握基本电子线路装调及检修技能；

（4）掌握常用机械设备装配与调试技能，

（5）掌握利用PLC、变频器进行机电设备控制技能；

（6）掌握液压与气动设备的基本装调技能。

3.职业拓展能力

（1）具有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的能力。

（2）具有机电设备维护维修的能力。

（3）具有设计简单的可编程控制系统的能力。

（4）具备现代企业的班组管理能力。

（5）具有自主创业的能力。

（四）人文素质

1、能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2、身体健康，能胜任职业岗位工作。

3、心理健康，具备健全的人格。

4、全面培育四有青年。

5、服从企业管理。



4

六、主要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考证时间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计算机高新技术

（办公自动化模块）
第2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初、中

级 必

考
2 维修电工 第4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四级

3 钳工 第2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四级、

五级

选

考
4 维修电工 第6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三级

5 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师 第6学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四级

七、毕业基本要求

1、操行评定合格；

2、所修课程（包括实践教学）的成绩合格；

3、获得湖南省职业能力英语应用能力合格证书；

4、获得湖南省职业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

5、顶岗实习鉴定合格；

6、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维修电工四级证书及计算机高新技术（办

公自动化模块）初级以上证书，并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

八、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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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图

专业

基本

能力

课程

公

共

课

专

业

课

岗

位

核

心

能

力

课

程

横向递进

德育

语文

数学

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

音体模块

创业教育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体育与健康

就业指导

职业模块

职业模块

音乐欣赏

SIYB创业培训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应用文写作

职业模块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

用 钳工技能

电子技术

机械基础

钳工工量具使用

整流电路

工程材料认知

榔头制作

功放电路

装公差配合与测量

电力系统概论 GGD动力配电箱
六方螺母制作

简单模拟电路制作

常用机构认知

低压配柜电气

132
160
136
128
136
164
62

64
60
136
64

机电设
备安装
与调试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道德与法律 经济政治与社会 哲学与人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纵

向

递

进

918

884

常用标准件认知

简单数字电路制作 元器件和电路识别

别

稳压电源制作

锉配体

综合训练

顶岗实习与

社会实践

拓

展

课

人文素

质拓展

专业能

力拓展

语文拓展模块 数学拓展模块 英语拓展模块

1 2 3 4 5 6

课程名称 专项能力

电工基础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 连续控制 正反转控制

基本直流电路分析 单相交流电路

顺序控制

三相交流电路 安全用电常识

液压(气动)安装与调试

PLC与变频器 PLC的认识与应用 典型控制电路PLC编程

液压(气动)元件选择 液压(气动)回路搭接

变频器的认识与应用

系统控制图识读

PLC与变频器联调

电气控制回路联接 液压(气动)系统调试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减速器拆装 柴油机拆装 机床拆装

72
204

销售技巧

自动线安装与调试

计算机辅助绘图

销售认识

自动生产线认知

CAD软件认知与使用

销售原则

传感器安装与调试

平面图识绘

常用销售方法

气动控制系统安装

基本三视图识绘 组合三视图识绘 零件图识绘

机械装置安装与调试 电气线路安装与调试 自动线整机调试
销售案例

顶岗实习 机电设备操作 机电设备安装 机电设备调试 机电设备质量检

测

机电设备营销

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 企业参观 勤工俭学 公益活动

+ + ++

科学文化知识 + +

技术资料检索

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

技术资料收集

机电设备管理

先进机电设备

班组工作管理

880

200
1080

3072

参考课时

190

60

96
128

+ +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m03B_AfPj6_Lm09VR2Hi7oJ_9Y51ELhqckLHndQyCVB6zm7K5dT4VjpGA2mj1lYJBF5UX4142rYZki7dPOTRq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m03B_AfPj6_Lm09VR2Hi7oJ_9Y51ELhqckLHndQyCVB6zm7K5dT4VjpGA2mj1lYJBF5UX4142rYZki7dPOT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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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进程安排

说明：

1.本课程进程不包括军训、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军训、入学教育安排为2周，毕

业教育为2周。每学年为52周，其中教学时间40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期12周。1周

一般为28学时。

2.本专业三年总学时为3072学时，其中公共课约918学时，占29.8%；专业课约884

课程

分类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按学期分配周学时 考核

学时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考试 考查

公

共

课

公

共

课

语文 160 160 0 4×16 2×16 4×16 √

数学 136 136 0 4×18 4×16 √

英语 128 128 0 4×16 4×16 √

计算机应用基础 136 40 96 4×18 4×16 √

职业生涯规划 36 36 0 2×18 √

职业道德与法律 32 32 0 2×16 √

经济政治与社会 32 32 0 2×16 √

哲学与人生 32 32 0 2×16 √

就业指导 32 16 16 2×16 √

SIYB创业培训 30 0 30 1周*30

音乐欣赏 32 0 32 2×16 √

体育与健康 132 32 100 2×18 2×16 2×16 2×16 √

小计 918 644 274 12 12 14 16

专

业

课

专业

基础

课

电工基础 72 72 0 4×18 √

电子技术 136 44 92 4×18 4×16 √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204 40 164 6×18 6×16 √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64 20 44 4×16 √

机械基础 64 24 40 4×16 √

钳工技能 60 16 44 2周*30 √

专业

核心

课

液压(气动)安装与调试 96 36 60 6×16 √

PLC与变频器 128 40 88 8×16 √

机械装调技术及应用 60 16 44 2周*30 √

小计 884 308 576 14 16 14 6

能力

拓展

课

人文

素质

课

礼仪 32 16 16 2×16

任

选

一

√

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 32 16 16 2×16 √

演讲与口才 32 16 16 2×16 √

养成教育 32 32 0 2×16 √

书法 32 4 28 2×16 √

专业

能力

课

中级维修电工考证强化训

练
30 14 16 1周*30 √

必修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64 20 44 4×16 √

计算机辅助绘图 32 4 28 2×16 √
任选一

销售技巧 32 12 18 2×16 √

小计 190 70 120 2 0 0 10

顶岗实习 1080
18周

*30

18周

*30

合计 3072 1022 970 28 28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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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占28.8%；拓展课程约190学时，占6.2%；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约1080学时，占35.2%。

3.公共课、专业基本课和岗位核心能力课程为必修内容。

4.拓展能力课程为任选课，学校根据学生就业岗位、学生的学力和兴趣，合理选择

相关拓展课程，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十、专业技能综合考核基本要求

按照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的要求及机电行业通用规范和要求，考核学生

基本的电气读图、识图、绘图；常用仪表的正确选择和使用；电气元件的选择、安装、

调试、维护、维修；电气接线工艺编制和实施；照明线路安装与检修；机电设备安装、

调试、维护与维修；PLC简易编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维护与维修等专业能力，

同时对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的职业素养进行综合评价。技能抽查内容包括钳工技能、机

械装调技能、电工技能三个模块，每个模块15道题目。要求学生能按照行业的钳、机、

电操作规范和标准独立完成，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十一、教学实施

（一）教学组织形式

1.基本的教学环节

公共课教学建议采用“课前预习→教师讲授→师生互动→考核评价”基本环节。其

中，课前预习一般包括明确问题和任务、检索收集信息，并整理预习中的疑问；教师讲

授一般包括备课、上课、课外作业和课外辅导；师生互动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

教师的主导作用；考核评价应引导学习积极思考和回答问题，做到过程考核和终结考核

相结合。

专业课教学建议采用“信息、计划、决策、实施、控制、评价”六步法，通过模拟

机械加工企业真实的工作环境，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工作过程之中，学习和掌握与工作过

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学会从工作过程的全局出发分析、解决问题，从而获得与工作岗

位更贴近的工作能力。

2.主要教学组织形式

根据课程性质，教学组织形式可多种多样，建议采用班级授课、分组教学、校外实

践、技术讲座等教学组织形式。

（1）班级授课：公共课、机械制图与测绘、机械基础、机电器件选用、机电设备

市场营销、计算机辅助绘图、销售技巧及人文素质拓展课程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主要采

取班级授课组织形式。

（2）分组教学：电工电子技术应用、钳工基本技能、机械加工基本技能、电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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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机械拆装技能、PLC与变频器、液压（气动）安装与调试等操作性较强的课程

主要采用分组教学组织形式。

（3）校外实践：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等采取到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场

进行组织教学的形式。

（4）讲座：人文素质拓展、企业文化、安全文明生产、专业新技术等内容，可以

采用讲座的形式组织教学。

以上所列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同一门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根据

教学内容和要求的不同进行适当选择，也可以将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结合起来运用。

（二）主要教学方法

1.专业课主要教学方法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建议采用讲授法、启发法、案例法、演示法、示范法、现场教

学法、练习法、任务驱动法、讨论法、实操法等教学方法，此外，还应以职业活动为导

向，以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工作”为目标，积极创新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活动。与企

业工作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由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专业技术专

家在公司进行教学。

如，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机械基础、电子技术、计算机辅助绘图等课程可以采

取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引导文法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机电器件选用、机电设备

市场营销、销售技巧等课程可以采取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引导文法等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钳工基本技能、机械加工基本技能、电工基本技能、机械拆装技能、PLC与变

频器、液压（气动）安装与调试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操作训练法等教学

方法进行教学。

2.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指导方法

（1）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由学校、实习单位（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学

生三方共同参与完成。学校在三方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全面负责学生顶岗实习与社会实

践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实习单位（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学生顶岗

实习的技能训练或主持社会实践活动，同时要配合学校加强学生管理。

（2）学校应制订完善的学生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的制度，切实加强顶岗实习与社

会实践的教学管理，必须配备专业教师专职指导和专门管理人员。

（3）学校应提前与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企业（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沟通，制订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学校每学期定期检查和监督实施情况，向企业（湖

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指导教师和学生了解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的情况，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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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检查记录。

3.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

（1）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学校应为教学提供必要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场所，教师

应尽量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音视频、动画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

教学效果。

（2）网络技术的应用。专业教师应利用校园网、公用网络平台、职教新干线，通

过收集、整理、制作相关教学资源，逐步建立自己的网络课程资源和网络课程教学体系，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和技术。

（3）数字化仿真技术的应用。采取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虚拟企业、虚拟车间、虚

拟项目等仿真教学环境，优化教学过程，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环境及现代信息化手段，将

教学场景现场化。

十二、教学评价

教学计划规定开设的理论课程和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包括实验、实习、实训、社

会调查)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可采取考试、考查等方式。把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

有机结合起来。

1、文化及专业理论课程考核

以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实行过程考评（含企业专家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综合

评定方法：其中，过程考评60分（其中：平时表现10分；相关知识的综合应用20分；平

时测试30分）；期末考评（卷面考评）40分。

2、实训操作考核

采用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理论与专业技能相

结合，以学生职业知识、技能与素养考察为重点的形成性评价。

3、顶岗实习考核

以企业评价（企业主管、企业指导教师）为主，结合学生自评、实习报告、实习带

队教师考评。

（1）企业考核：占考核成绩40%，由企业根据学生在企业的工作态度和掌握的专业

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2）学生自评：占考核成绩20%，由学生根据自己在企业的工作态度和掌握的专业

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3）实习报告：占考核成绩20％，根据学生总结能力予以评定。实习报告中应包

括实习计划的执行情况、质量分析与评估、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经验体会与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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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习带队教师考评：占考核成绩20%，由带队教师根据学生在企业的工作态度、

遵守纪律和掌握的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定。

十三、实习实训环境

1、校内实训基地

根据 2017 级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微宏动力订单班人才培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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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鉴定、实训、生产”

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思路，建设钳工实训室、机械装调实训室、电力拖动实训室、PLC 实

训室、、维修电工综合实训室、电子技术实训室等教学做一体实训室。

2、校外实训基地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微宏动力订单班的校外实训基

地，是该班学生进行工作岗位认知实习、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的场所；也是

本专业深度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同时，要不断拓展校外基地的工位数达到能满足订单

班所有学生顶岗实习要求。其主要功能有认识实习、社会实践、顶岗实习，认知实习是

在《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电子技术》、《企业管理》、《PLC与变频器》等课程中可

以安排一天到该公司进行参观实习，对课程所涉及知识产生感性认识，感受企业的工作

环境与气氛。顶岗实习到校外实训企业顶岗实习一年，培养、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

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要求实践内容与工作岗位相近，与专

业知识相近，同时给学生一定的提升空间，为毕业到该公司就业顺利上手打下基础或缩

短培训日期。

十四、修订说明

1、按照 2016 年调研方案确定的专业方向及人才培养规格,在 2017 级人才培养方案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2、依据人才需求调研，突出“工学交替、技能递进”人才培养规格。

3、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电机生产工艺、相关设备资料、技术资料等公

司内部资料要求保密，不写入课程体系中，学生将在顶岗实习期间学习这一系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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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金升阳订单班学生名单

序号 年级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 民族 籍贯 专业 班级

1 2018 级 向文杰 男 4312812003061348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 2018 级 唐楷夏 男 43122420030204793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 2018 级 唐梓洋 男 43122420010120009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 2018 级 舒圆 男 43122420030915919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 2018 级 谢平 男 431221200301201018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6 2018 级 贺泽样 男 43122420020627631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7 2018 级 戴彦润 男 43122420030604523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8 2018 级 黄枫稀 男 43122420021006793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9 2018 级 唐金龙 男 43122420020630793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0 2018 级 王家辉 男 4312242003121903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1 2018 级 伍桂平 男 4312232001112200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2 2018 级 杨锡稳 男 43128120021015445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3 2018 级 全意 男 43122220030121013X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4 2018 级 覃子翔 男 4312232002120820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5 2018 级 石昊天 男 510722200308188138 汉族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6 2018 级 陈午凡 男 43122820021122389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7 2018 级 廖梦岩 男 431221200212280818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8 2018 级 叶勇 男 4312212003052216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19 2018 级 潘伯龙 男 43122120030516061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0 2018 级 吴晨辉 男 431224200310157572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1 2018 级 罗力铭 男 43120220010313001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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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8 级 舒莹吕 男 43122120030910283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3 2018 级 谢民康 男 431225200308024013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4 2018 级 戴钰峰 男 43122320021026103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5 2018 级 刘贵宾 男 430524200307170050 汉族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6 2018 级 何诗伟 男 43120220001127081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7 2018 级 张志鹏 男 43122420030823201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8 2018 级 曾德贤 男 4312232002110320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29 2018 级 吴奇峻 男 431227200102023018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0 2018 级 叶震 男 431224200302201457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1 2018 级 杨鹏 男 43120220030422363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2 2018 级 李述怀 男 43120220030404365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3 2018 级 周程 男 431226200208184251 苗族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4 2018 级 侯鸥伦 男 433024200301248836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5 2018 级 邓本德 男 43122420030703799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6 2018 级 蒋光欣 男 431202200308044415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7 2018 级
张佳旺 男 433123200012276370 苗族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8 2018 级 杨震 男 431230200210054514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39 2018 级 肖守一 男 431223200307056870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0 2018 级 谢辉 男 4312232003053148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1 2018 级 舒洋 男 43122320030207343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2 2018 级 梁福君 男 431225200306213654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3 2018 级 唐世轶 男 431224200209257931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4 2018 级 侯成卫 男 43122420030220825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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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18 级 米扬 男 43122320020829341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6 2018 级 黄慧银 男 431225200010263011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7 2018 级 危诚 男 43122120030909101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8 2018 级 王嘉伟 男 43120220020425223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49 2018 级 向思安 男 431281200202236676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0 2018 级 黄慧鸿 男 431225200109224098 侗族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1 2018 级 陈和荣 男 43122320030421161X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2 2018 级 吴锦源 男 431221200303230613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3 2018 级 张家余 男 431224200312075714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54 2018 级 谌昊毅 男 431224200206157599 汉族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机电技术应用 18 机电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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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班培养运行体制完善及模式总结

一、订单班成立背景

2016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华亚数控有限公司来我校参观考察，就企

业人才培养和引进与学校达成协议，签订2017级微宏动力订单班、2017级华亚数控订单

班；2017年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来我校参观考察，并签订2018级金升阳订单班。为充分

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体现校企合作办学的特色，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供更大空间，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一线职业岗位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技能人才。

经双方协商，在平等自愿、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

共同发展”的原则，确定金升阳有限公司、华亚数控有限公司、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我校的校外实习实训教学基地和订单班人才就业基地。我校与企业合作的订单培养班

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根据企业的需求和要求，由双方共同制定，并共同开发校本教

材；师资由双方共商解决，部分专业课教师由订单班相关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

订单班学生为三年制中职学生（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前二年原则上在我校完成

理论和实践教学，其中第二学年可以安排学生到该订单班的企业进行教学实习一个月左

右（食宿由该订单班的企业提供，其它费用自付），教学实习期间，学生在白天实践不

超过8小时，晚上在该订单班的企业进行理论教学；第三年顶岗实习在该订单班的企业

完成，工作时间按该订单班的企业规定。学生毕业后，经双向选择，愿意继续在该订单

班的企业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订单班毕业生，留在该订单班的企业就业。

二、订单班教学组织

（一）课程教学与实训融于一体的教学模式

我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实习实训室按照企业生产要求布局,设

置了与实训企业一致的生产实训岗位,并按工作岗位能力需求开发专业课程,把课程教

学与实训当作一种综合性的课程教学来实施,开设《变压器与电动机的拆装及维护》、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液压与（气压）设备安装与调试》、《数控车削加工》、《数控铣削加工》等课程与

实训项目,满足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和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订单班”开设的项目课程教学。

（二）教学组织的安排

“订单班”的基础学习领域教学由学校负责，专业学习领域课程和职业能力拓展领

域课程则主要由该订单班的企业技术人员和学校老师联合调研，由企业需求确定专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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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和人才规格，确定学生就业岗位群，分析各岗位的工作任务，归纳为相应的职业

能力并转换为对应的课程。其教学和实训主要在学校实施，给学生讲解实际的生产技术

要求,传播企业文化,实现与企业的零距离培养。针对学校目前教学实训开展的现状,双

方共同构建专业的教学与实训结合的教学体系,共同设计针对生产环节的实训方案,制

定了各个岗位的训练重点,将企业的人才使用标准和技能考核标准引入课程。课程教学

与实训融于一体的教学模式,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在技能训练方面突

出核心技术能力的培养,突出职业素养、职业纪律的养成培养,实现人才专门化培养。

针对订单班的特点和企业的要求，学校和企业组织师资与技术人员编写适合订单班

的理论和实训相结合的校本教材。教学实训内容注重典型性及实用性，有较强的综合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实训设备优先考虑企业提供的企业专用设备，辅以学校已有的一些

数控加工设备、机床设备，教学实训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教师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并

有足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学生进入实训基地的纪律表现、仪容仪表、着装、技能能力

评价、生产贡献等管理完全参照企业的实际生产管理模式进行,任课教师从职业道德、

职业能力、合作能力、学习能力等四个内容对学生进行评价。

（三）教学实施的效果

经过二年多的探索,学院逐渐形成与企业长期合作的机制以及教学与实训融于一体

的教学模式,构建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基于工作过程典型工作任务的课程体系,实施了

教学做一体的课程教学改革,并在学生培养质量上有明显的效果。

1、本专业成为学校特色建设专业 ，机电数控实训正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2、提升了学生技能水平，学生长期参与数控设备操作加工，实训设备的维修和保

养，与企业技术人员现场安装调试设备,积累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和经验。

三、“订单班”模式的思考

“订单班”教学组织对于传统教学组织是一个挑战，其课程教学与实训融于一体的

教学模式更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能够帮助学生更快更好的适应企业中特定岗位的工作。

中职学校教学的核心是人才的培养,是人才培养的一种途径。企业要求学生具备真正的

工作态度、真正的劳动技能、真正的劳动责任,对于实训的中职学生是全方位的锻炼和

培养。 “教中学”和“学中做”是学生教学实训最根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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