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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建设团队成立

关于成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工作小组的通知

机电专业各班级：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课程建设，明确各课程建设职责及任务，特成立“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工作小组”，希各小组认真对照工作职责及工作计划，按时保质保

量的完成专业建设任务。

一、 成立专业课程建设小组（六门核心课程建设及两门专业群共享基础课

程），其成员如下：

（一）《电子技术装调与检修》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阳根民 成员：杨英国、李先良

（二）《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申玉虹 成员：周启和、张姣

同时负责《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安装与维修》课程建设

（三）《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米久美 成员：向志军（企业专家）

（四）《常用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谢向花 成员：向志军（企业专家）

（五）《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苏王平 成员：张斌、张娇

（六）《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核心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刘克军 成员：曾晋超

（七）《机械基础》共享平台基础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高升 成员：武珍平

（八）《电工基础》共享平台基础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苏王平 成员：张姣

二、 各小组工作制度

（一）课程建设实行负责人负责制度：

即各课程建设小组向专业带头人负责，各小组成员向课程建设小组组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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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组长依据课程建设中各成员（含小组外成员）参入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核定

工作量。专业带头人依据学校分配方案及各小组成员的工作量，在充分考虑到课程

建设实际情况（课程建设的前期准备、各小组协助参入、校本教材原始资源获得、

课程建设总体方案的设计等）的基础上核定教师参入示范校重点专业课程建设的酬

劳。

（二）过程考核规定

1、各小组必须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及课程建设的要求，按质按时的完成课程建

设，没有按时提交资料的小组将按500元/次进行罚款，所罚款项由专业带头人分配

给完成较好的小组。

2、各小组要认真学习一体化课程开发指导文件(见“一体化课程开发指导性文

件”夹)相关文件及参考资料,编写的教材要符合文件的要求，工作要有责任心，项

目组将在学期末评选出优秀课程建设小组进行奖励。

三、近期工作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人 完成时间

1 8门课程序化表及知识点/技能点梳理

表填写(样表见通知文件夹)

各小组 8.17

2 《常用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照明线

路安装与维护》完成2个教学任务的编

写。

申玉虹、米久美、苏王

平、张娇、刘克军、周

启和

9.1

3 按照学校课程标准编写模板，编写一体

化课程教学标准

举例：<**>课程一体化教学标准

各小组 9.5

4 编写19级一体化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张斌、杨松清 9.1

5 在19级组建1个试点班，并且制定学期

工作计划

杨英国、申玉虹 8.28

6 制定相应的试点班管理制度 申玉虹 9.1

7 《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

《照明线路安装与检修》完成4个教学

任务的编写

申玉虹小组、米久美小

组

10.5

8 试点班学生座谈 张斌 10.6

9 机电专业一体化实训场地建设及制度

建设

张斌 10.20

10 《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

《照明线路安装与检修》2门课程的一

申玉虹小组、米久美小

组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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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教材完成初稿编写；

11 其余课程小组完成2个教学任务的编写 各课程建设小组 10.26

12 组织一体化教学全校公开课 申玉虹小组、米久美小

组

11.5

13 对《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

《照明线路安装与检修》2门课程的一

体化教材进行修订及论证；

张斌 11.10

14 其他课程小组完成4个课程任务的编写 各小组 11.15

15 完成机电专业所有核心课程的任务编

写

各小组 12.20

16 试点班学生座谈 张斌 12.26

17 提交工作总结 各小组 2019.1.5

18 专业核心课程完成所有教学任务的编

写,校本教材定稿.

各小组 2019.1.10

19 联系相关出版社,对符合要求的教材进

行出版

张斌 2019.1.12

电气工程系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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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建设团队成立

组 长：崔豫军（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

高级技师，省级专业带头人）

副 组 长：谌 玮（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讲师，技师）

王 成（恒裕实业有限公司，技师,专业带头人）

学校成员：粟利纯（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高级工）

齐明俐（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高级工）

康建雄（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高级工）

杨 龙（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讲师，技师）

武珍平（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讲师，高级工）

管学龙（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技师）

高 升（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技师）

唐翊博（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技师）

企业成员： 杨圣良（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工程师）

刘明文（华峰新宇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

段兰兰（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技师）

蒋文友（湖南云箭集团人力资源部，讲师，技师）

各课程建设小组成员分工：

1．《数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袁卫平

组员：陶春燕、秦丽辉

2．《机械制图》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杨龙

组员：粟利纯、齐明俐、张卫国

3．《数控车削加工》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崔豫军

组员：武珍平、谌玮、唐翊博

4．《数控铣削加工》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管学龙

组员：高升、梁耀亭、王成

5．《Master CAM软件应用》课程建设小组



2

组长：谌玮

组员：杨龙、段兰兰、唐翊博

6．《手工零件加工实训指导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 谌玮

组员：孟恃群、梁耀亭、崔豫军

7．《车削零件加工实训指导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崔豫军

组员：曾晋超、伍分育、杨国军

8．《数控车削加工中级实训指导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武珍平

组员：崔豫军、唐翊博、段兰兰

9．《数控铣削加工中级实训指导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管学龙

组员：高升、王成、梁耀亭

10．《数控加工仿真实训指导书》课程建设小组

组长：高升

组员：崔豫军、管学龙、武珍平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机械工程系

201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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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专业关于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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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编制专业课程标准、考核标准、实训标准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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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群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及工作方案

（1）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2018--2019年课程标准、考核标准、实训标准编制汇总表

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第一批要做的材料任务汇总

序号 名称 字数 负责人 完成时间 课程名称

1 课程标准 9052 阳根民、李先良 10月8日 《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

2 课程标准 8152 申玉虹 10月8日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3 课程标准 10126 刘克军 10月8日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4 课程标准 7767 苏王平、张姣 10月8日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5 课程标准 6111 米久美 10月8日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7 课程标准 6815 谢向花 10月8日 《液压与气压技术》

8 课程标准 8852 谢向花 10月8日 《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

12 考核标准 6916 阳根民、李先良 10月8日 《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

13 考核标准 4535 申玉虹 10月8日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14 考核标准 9700 刘克军 10月8日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15 考核标准 5550 苏王平、张姣 10月8日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16 考核标准 4766 米久美 10月8日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17 考核标准 9357 谢向花 10月8日 《液压与气压技术》

18 考核标准 6754 谢向花 10月8日 《机床线路安装与维修》

合计（大写）

制表： 审核： 分管领导：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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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第二批要做的材料任务汇总

序号 名称 字数 负责人 完成时间 课程名称

1 课程标准 9095 阳根民 4月10日 《单片机技术入门》

2 课程标准 8152 申玉虹 4月10日 《电工基础》

3 课程标准 8076 刘克军 4月10日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

4 课程标准 8051 刘克军 4月10日 《机械加工基本技能训练》

5 课程标准 8760 周启和 4月10日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6 课程标准 8521 向志军 4月10日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拆装与

检修》

7 课程标准 8756 米久美 4月10日 《机电器件选用》

8 课程标准 8852 张姣 4月10日 《计算机辅助绘图》

9 课程标准 8032 张志红 4月10日 《机电产品质量控制》

10 课程标准 8056 张志红 4月19日 《机械识图》

11 课程标准 8542 谢向花 4月10日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

试》

12 考核标准 7350 阳根民 4月10日 《单片机技术入门》

13 考核标准 7658 申玉虹 4月10日 《电工基础》

14 考核标准 8765 刘克军 4月10日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

15 考核标准 7685 刘克军 4月10日 《普通车工基本技能训练》

16 考核标准 7698 周启和 4月10日 《配电柜安装技术及应用》

17 考核标准 7521 向志军 4月10日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拆装与

检修》

18 考核标准 8756 米久美 4月10日 《机电器件选用》

19 考核标准 8852 张姣 4月10日 《计算机辅助绘图》

20 考核标准 7622 张志红 4月28日 《机械识图》

21 考核标准 8032 张志红 4月10日 《机电产品质量控制》

22 考核标准 8542 谢向花 4月10日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

试》

23 实训标准 3007 李先良 4月11日 《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24 实训标准 2879 申玉虹 4月11日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

用》

25 实训标准 3078 刘克军 4月11日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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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实训标准 3768 阳根民 4月11日 《单片机技术入门》

27 实训标准 3275 米久美 4月11日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28 实训标准 3658 张姣 4月11日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29 实训标准 3347 张志红 4月11日 《液压与气压技术》

30 实训标准 3690 谢向花 4月11日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与检

修》

31 实训标准 3786 向志军 4月11日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拆装与

检修》

32 实训标准 3500 刘克军 4月11日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

33 实训指导书 15008 李先良 4月18日 《电子线路装调与检修》

34 实训指导书 16780 申玉虹 4月18日
《工厂电气控制技术及应

用》

35 实训指导书 15743 刘克军 4月18日 《机械设备安装与调试》

36 实训指导书 100682 阳根民 4月18日 《单片机实验指导书》

37 实训指导书 33496 米久美 4月18日 《照明线路安装与维护》

38 实训指导书 33876 张姣 4月18日 《可编程控制技术及应用》

39 实训指导书 35689 张志红 4月18日 《液压与气压技术》

40 实训指导书 33087 谢向花 4月18日
《机床电气线路安装与检

修》

41 实训指导书 51068 刘克军 4月18日 《钳工基本技能训练》

42 实训指导书 32786 向志军 4月18日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拆装与

检修》

合计（大写）

制表： 审核： 分管领导：

审批：

说明：

1、所有教师必须参与到其中一门以上课程标准的编制；

2、每个专业完成不少于4门核心课程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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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体系改革工作方案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根据 2014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总

体方案，为进一步深化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与改革，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

质量，鼓励专业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探索本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特制订此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以企业岗位需求作为课程体

系改革的立足点，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职业岗位的能力分解，强化

双证书制度，紧贴岗位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根据企业职业氛围、

结合能力养成规划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二、改革目标

（一）总体目标

对接岗位需要，按照“底层共享，中层分类，高层互选”的原则，构建“基

础平台+专业模块”共享型课程体系；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紧贴岗位需要改

革课程教学内容；校企合作开发基于工作任务分析和课程分析的课程标准；校企

合作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建设优质核心课程，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二）具体目标

1.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基于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导向，构建“校企一体、产教融合、协同发展”

的专业群发展机制，适应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课程体

系。

2.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基于本专业学生职业素养要求，以必需够用、充分体现文化功能为原则改革

公共文化课教学内容；基于本地区专业领域人才的市场需要，结合理实一体化教

学需要，全面改革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教学内容。

3.开发课程标准

根据工作过程导向课程体系开发原则，开发 10 门课程的课程标准。

4.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建设优质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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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6门优质核心课程，并且开发与优质核心课程相对应

的校本教材和与课程相配套的教学资源。

5. 构建“基础平台+专业模块”共享型专业群课程体系及配套资源库。

建设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子库、专业教学素材子库、自主学习系统即

网络课程资源

三、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

（1）深入开展市场调研，科学进行专业论证，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 年）》、《关于实施国家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意见》等有关职业教育精神，依据我校《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任务书》的要求，结合怀化区域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人才需要每年组织一次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市场调研，每年组织召开一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每年进行一次论证，通过论证，

进一步探索“校中厂，厂中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明确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2）进一步明确典型工作任务，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一是在课程体系改革修订工作开展之初，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深入行业企业

广泛开展社会调研，及时把握行业、企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

按照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找准专业人才培养

定位，进一步找准课程目标定位。二是由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组牵头，借助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校企合作平台，对数据专业职业岗位的职业素养要求与特点进行充

分的调查、分析、论证，本着“必须够用，兼顾发展”的原则调整文化基础课程

及教学内容，进一步突出文化基础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服务的思想，建立多层次、

多类型、多方向的文化基础课程结构，特别要引进企业文化和理念，强化学生非

智力因素的培养训练，尤其是就业观念、职业素养、终身发展能力和观念的教育

培养。第三，要进一步打破原有以学科为中心和单科独进式专业课程体系，要以

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构建基于工作过程项目化课程为

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3）开发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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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岗位工作任务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归纳典型工作任务，制订科

学合理的工作任务表，确定相应的行动领域，根据行动领域分析得出学习领域，

从而确定各门课程的课程标准。按职业的培养目标要求制定 10 门专业功课的课

程标准和考核标准。

（4）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课程资源建设

一是以教学轮空或利用寒、暑假业余时间，安排教师（特别是缺乏专业实践

经验的青年教师）到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湘维集团、辰州矿业、湘鹤

电缆、怀化娃哈哈等企业进行一定时间的专业实践锻炼，所有教师每两年挂职锻

炼时间不少于 1个月。

二是聘请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专业名师来校指导专业建设，加强专业融

合；邀请数控专家来校进行培训，强化专业意识；选派课程专业教师到各类院校

参加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培训，拓宽视野；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

培训；本校教师定期举行专题沙龙研讨等形式，推动本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

提高。每年的五月和十一月开设课改观摩课并组织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观摩及时

评比与评议，广泛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三是针对课程组织教研活动，鼓励教师申报课题，撰写论文。整理、总结、

提升课改理念支撑下的教育教学心得，探究适合不同专业类型学生的教育教学模

式与方法。每年发表教研论文至少 1篇/人。

四、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一是建设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子库：包括专业教案实施方案、专业岗

位技能标准、专业课程体系以及核心课程标准等资源。二是建设专业教学素材子

库：包括相关专业核心课程资料、录像、来自企业的案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

仪器设备库、专题讲座等文献资料等。三是建设自主学习系统即网络课程资源：

包括电子教案、CAI 课件、机电实训科目范例及机电实训指导书、机电科目考证

试题及参考答案、CAD 等仿真软件等资源。四是在世界大学城上开设学生、教师

空间，实现资源共享，把项目开发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保证措施

（一）组织保障

成立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杨英国

副组长：张斌 阳根民、向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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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申玉虹 苏王平 杨松清

成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开发小组：

组长：张斌

副组长：阳根民、向志军

组员：申玉虹 苏王平 刘克军 李先良 周启和 张姣 张志红 谢向花

杨松清

特邀专家、顾问：魏敏

（二）制度保障

组织课程建设团队成员认真学习《湖南省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关于开展课

程体系改革的原则意见》 、《湖南省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关于编制专业核心

课程课程标准的原则意见》等制度，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并制订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的相关制度，实现课程体建设与改革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三）经费保障

学校将设立课程体系改革工作专项经费，用于课题研究、人员培训以及课程

开发等工作，对于课程改革实验工作成效显著的教师，学校将进行表扬与奖励。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电气工程系

2018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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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关于课程体系改革指导性意见》的要求，学习

国内外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兄弟学校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以工学结合、校企合

作为平台，结合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实际，创新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促进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改革目标

1. 围绕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2. 以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改革为龙头，带动模具制造等相关专业教学改革。

3. 以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改革带动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职业技能的

提高，培养 1位省级专业带头人，1位校级专业带头人，4—6位专业骨干教师。

三、改革内容

1. 以数控技术应用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基于工作过程研究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

2. 制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各课程的课程标准，开发学习项目与任务，完成

数控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3. 改革现有教学方法，实施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强化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

四、具体措施

1. 成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加强课程改革工作组织、指

导、协调工作；成立由项目负责人任组长、有企业及高校教育专家参加的数控技

术应用专业课程建设团队，具体进行课程开发。

2. 建立项目建设责任制。项目负责人与建设领导小组签订责任书，承担相

应责任，严格按照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组织项目的实施，保证建设进度和实现预期

的效益目标，并按责任书进行检查、评估、验收。

3. 加强学习，使教师在认识到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并组织

全体数控教师参加基于工作任务课程体系建设培训，熟悉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4. 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理清改革的思路、程序，制定课

程改革计划，确保改革有序、正常进行。

五、实施步骤

2018年4月：成立课程建设领导小组、课程建设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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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1月：课程开发学习、培训；

2018年4月—8月：企业调研；

2018年7月—8月：职业岗位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2018年8月—11月：专业核心课程分析、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2018年11月—19年3月：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专家组论证；

2018年12月—19年3月：课程标准制订、学习项目与任务设计;

2019年4月：课程标准专家论证；

2019年5月—12月：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2019年9月：新课程体系试行实施；

2019年9月—2015年4月：课程实施情况收集、课程标准的修改完善；

2020年4月：课程实施分析与总结、新课程体系的优化。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机械工程系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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