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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湖南省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湘政发〔2020〕2号）、《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学院《2020级三年制大

专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等文件精神，深入开展行业企业调研、

院校调研、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对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进

行分析，结合学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组织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及本专业教师对

2019年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行了进一步审视和研究。根据数控技术

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意见、建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内容如下：

一、培养模式

1.以全人教育、立德树人为指导思想，落实“353”三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面向职

业岗位需求、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2.以产教融合，“九链对接”为专业建设主要路径，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重点突出“九

链对接”中的七链，分别是：产业链对接专业群、技术链对接课程体系、业务链对接实

践教学体系、岗位链对接就业体系、研发创新链对接科研双创体系、讲师链对接双师队

伍、质量管控链对接质量保障体系。

二、职业面向

1.专业职业面向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职业类别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分别为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车工、铣工、多工序数控机

床操作调整工等。

2.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为已公布第三批“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控车铣加

工技能等级证”、“多轴数控加工技能等级证”，人社部公布的最新职业资格车工证、

铣工证。

三、课程体系

1.根据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和教育部文件，课程类别设置由通识必修课程、通识

选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创新课程、专业选修课程、集中实践课

程 7类调整为公共基础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

课程、专业（群）选修课程共 6类。

2.增加课程的课程描述，并融入课程思政，全面了解专业开设课程的具体内容。



四、课程内容

1.专业基础课增加“专业认知”课程。让学生对专业进行全面了解，课程内容主要

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岗位、核心课程等方面进行介绍。

2.删除专业课程“西门子数控编程技术”，“西门子数控编程技术”这门课程从企

业调研发现要求较少，可通过岗前技能强化训练进行学习。

3.专业（群）选修课程进行调整。将“金属材料与热处理”、“CAXA”、“生产

管理”、“信息化流程管理”4门课程取消，新增“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工程

机械液压与气动”、“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4门课程，以

满足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产业需求。

4.专业核心课程“Pro/E工程机械产品设计”课程内容增加产品研发设计实战模块，

要求学生运用所学 CAD/CAM知识与操作技能，解决与企业外包工业产品设计相关的实

际问题，进一步提高产品研发设计的能力。

5.专业核心课程“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作为“1+X”

证书相关课程，融入“1+X”数控车铣加工技能等级证考核知识点：按车铣配合件技术

要求及装配工艺完成装配，达到图纸要求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

6.专业核心课程“多轴加工技术”增加“1+X”多轴数控加工技能等级证样题模拟

训练，为“1+X”证书考核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课时计划

1.专业课时重新进行梳理、调整，将总课时由原来的 2642课时调整为 2634课时，

实践课时占比由原来的 41.48%上升至 58.73%，通识课程课时占比由原来的 31.72%调整

为 31.06%，选修课时占比由原来的 11.2%调整为 10.33%。

2.对专业基础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

图课程由原来 52课时调整为 40课时。

六、实施保障

1.队伍结构、专任教师、专业带头人、兼职教师/企业导师等维度按照湖南省一流专

业标准进行制定。

2.教学设施除了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实训室和实

训基地外，增加“1+X”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实训场多轴加工实训场。校外实训基地增加

三一重起、江西兆驰、昆山胜代制造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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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级数控技术专业三年制大专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代码/所属专业群

专业名称：数控技术。

专业代码：560103。

所属专业群：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专业群。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全日制三年。

四、职业面向

（一）专业对接的产业链

根据“九链对接”之“产业链对接专业群”，本专业隶属“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专业

群”，对接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产业链。根据前期在工程机械行业进行的专业调研数据分

析，将本专业定位为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位置，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先进制造岗位（如

图 1所示）。

图 1 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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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对接的职业岗位链

根据“九链对接”之“岗位链对接就业体系”，通过对工程机械行业企业及开设数

控技术专业的标杆高职院校进行调研，确定数控技术专业的基础岗位为高端数控机床操

作工、编程员和绘图员，核心岗位为数控机床高级操作工、机械研发工程师和工艺工程

师，拓展岗位为质检员和机械维修工。本专业对接的岗位链如图 2所示，由岗位群映射

就业体系，完成了就业岗位的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根据人才培养

方案，学生顶岗实习岗位为岗位链中的核心岗位。

备注：绿色底框代表初级岗位——培养三个月即可上岗；蓝色底框代表实习岗位——按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两年可

上岗；红色底框代表晋升岗位——工作三年可达到的岗位。

图 2 数控技术专业对应的岗位链

（三）职业面向

本专业主要职业面向如表 1所示，职业岗位描述如表 2所示。

表 1 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

域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举例

装备制造大类

（56）

机械设计制

造类（5601）

金属制品

业（33）

通用设备

制 造 业

（34）

专用设备

制 造 业

（35）

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2）

车工（6-18-01-01）

铣工（6-18-01-02）

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

（6-18-01-07）

主要岗位：

工艺工程师、车工、

铣工、多工序数控机

床操作调整工。

技术领域：

研发设计、数控机床

操作；数控加工工艺

编制与实施；数控编

程、质量检验。

人社部：

车工、铣工。

X证书：

数控车铣加工、

多轴数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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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控技术专业的职业岗位描述

序号 所属产业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职业资格证或

技能等级证书

1
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
工艺工程师

任务1：研究、应用机械制造加工

工艺技术和方法。

任务2：仿真、分析产品生产过程

及运行过程,制订工艺规划。

任务3：编制工艺文件,集成设计和

生产流程信息。

任务4：组织生产及生产管理,进行

技术鉴定,评价工艺装备。

任务5：检验与控制加工工艺和装

备质量,分析、处理机械制造中的

技术问题。

任务6：编制再制造加工工艺规程、

加工程序及其后处理程序,评价再

制造加工的质量、经济性和可靠

性。

任务7：制订、推广机械制造加工

工艺标准和规范。

1.具备机械制造加工

工艺应用方法。

2.具备工艺装备研发

和生产技术组织的能

力。

3.具备分析、处理机

械制造中的技术问题

的能力。

4.具备编制再制造加

工工艺标准和规范的

能力。

人社部：

1.车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2.铣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X证书：

1.数控车铣加

工（中级）技

能等级证

2.多轴数控加

工（中级）技

能等级证

2
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
车工

任务1：安装夹具,调整车床,定位

与装夹工件。

任务2：选择、刃磨、安装刀具。

任务3：操作车床数控系统,进行人

机之间指令和提示等信息交流。

任务4：操作车床,进行工件内外圆

柱面、端面、锥面、圆孔和螺纹等

型面的切削加工。

任务5：使用量具,进行制件精度检

验及误差分析。

任务6：维护保养机床和工装。

1.具备识读零件图的

能力。

2.具备分析零件车削

加工工艺的能力。
3.具备编写数控加工

程序的能力。

4.具备选择和安装车

削加工刀具的能力。

5.会选择和使用量

具。

6.会操作和日常维护

数控车床。

人社部：

车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3
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
铣工

任务1：安装夹具,调整铣床,定位

与装夹工件。

任务2：选择、刃磨、安装刀具。

任务3：操作铣床数控系统,进行人

机之间指令和提示等信息交流。

任务4：操作铣床,进行工件平面、

沟槽、台阶、齿面、凸轮、球面、

曲面等型面的切削加工。

任务5：使用量具,进行制件精度检

验及误差分析。

任务6：维护保养机床和工装。

1.具备识读零件图的

能力。

2.具备分析零件铣削

加工工艺的能力。
3.具备编写数控加工

程序的能力。

4.具备选择和安装铣

削加工刀具的能力。

5.会选择和使用量

具。

6.会操作和日常维护

数控铣床。

人社部：

铣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4
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

多工序数控

机床操作调

整工

任务1：零件图识读，零件数控加

工工艺分析。

任务2：数控加工中心刀具选择与

安装，量具选择和使用。

任务3：使用CAD/CAM软件的自动编

程。

任务4：先进数控设备的操作加工。

任务5：数控加工中心的维护与保

养。

1.具备识读零件图的

能力。

2.具备分析零件数控

加工工艺的能力。

3.具备编写数控加工

程序的能力。

4.具备选择和安装加

工刀具的能力。

5.会选择和使用量

具。

6.会操作和日常维护

数控加工中心。

人社部：

1.车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2.铣工（三级）

技能等级证

X证书：

1.数控车铣加

工（中级）技

能等级证

2.多轴数控加

工（中级）技

能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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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遵循“六个一”的办学理念，以“353”人才能力指标体系为目标，通过项目化教

学和个性化教育赋予学习者一生持续成长所需的能力，培养面向职业岗位需求、德技并

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机械零部件识图与绘图、机械加工工艺文件识读与编制、

零件程序编制方法与加工等理论基础知识，具备机械零部件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数控

编程与加工的能力，面向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专业群，能从事工艺研发设计及先进数控机

床操作等实际工作，并具有“人文之素养、科学之方法、专门之特长”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国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树立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具有造梦、圆梦、做梦的能力。

（5）具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塑造强健的体魄。

（6）传承和发扬中华“仁、义、礼、智、信、孝”等美德。

（7）养成“爱国、敬业、友善、勤奋”等良好的品行。

（8）具有成本意识和安全意识，严格遵守职业守则。

（9）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遵循企业基本的 6S 管理要求。

（10）养成良好的规范操作习惯，按规程操作和保养相关设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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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与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识。

（3）了解生产组织与质量管理。

（4）掌握机械设计与制造、公差配合理论基础知识。

（5）掌握识图、绘图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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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刀具的选用和刃磨及量具选择和使用等相关理论知识。

（7）掌握数控加工程序编制和数控机床操作与维护相关理论知识。

（8）熟悉机械制造工艺设计与工艺实施及零件检验等相关知识。

3.能力

通用能力

（1）思考能力：具备战略性思维、逻辑推理能力、系统思维能力、辩证思维、批

判性思维。

（2）决策能力：具备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掌握决策方法、策略等。

（3）沟通能力：具备倾听能力、表达能力，能换位思考、自控、解说等。

（4）执行能力：具备自我管理、目标管理能力、策划及绩效管理能力等。

（5）学习能力：具有阅读能力，掌握学习方法，养成学习习惯，能发现、总结他

人和自己的经验与教训。

职业能力

（1）掌握专业基本技能，能熟练识读机械零件工程图和工艺文件。

（2）熟悉零件加工工艺，能制定加工工艺规程。

（3）能编制数控车、数控铣加工程序。

（4）能使用 CAD/CAM 软件进行机械零件造型设计。

（5）能熟练运用主流 CAD/CAM 软件进行自动编程。

（6）能熟练操作数控车、数控铣及加工中心等机械设备加工零件。

（7）能对数控设备进行常规维护与保养。

（8）能进行产品质量检测与质量问题分析。

（9）熟悉制造车间生产安排与管理。

（10）能应用创造性思维解决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工艺、编程、加工及质量等问题。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体系的构建

数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全人教育为指导思想，以产教融合，九链对接为

主要路径，按照“353”三有人才培养模式（图 3），帮助学生建立其一生发展所需的持

续提升能力。以通识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和个性化教育体系培养具有“人文之素养，

科学之方法，专门之特长”的三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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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53”三有人才培养模式

1.技术链对接课程体系

根据“九链对接”之“技术链对接课程体系”，技术链实质上是对应于产业链而言

的，即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乃至每个环节上的不同产品都要运用到不同技术。分析工程

机械智能制造技术链中的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程序编制→产品加工→产品检验入库

全流程，形成本专业课程体系见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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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2.业务链对接实践课程

根据“九链对接”之“业务链对接实践教学体系”，数控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按

照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业务链构建，遵循从图纸到实物必然经历的过程，通过引入项目化

教学串联了数控加工的各个环节的实践知识点，在项目设计、制定计划与实施乃至项目

评价过程中使学生成为实践教学活动的主体，构建基于项目驱动的数控技术“闭环”实

践教学模式，见图 5所示。数控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体现了“学生掌控、项目贯穿、

平台支撑、实践闭环”的特点，在项目的驱动下，学生要完成项目任务必须要经过完整

的“闭环”式的项目流程，通过实时反馈学生学习与实施的实践活动效果，为学生在项

目实施中真正成为实践活动主体提供技术型保障。

实践教学体系由大量真实项目组成，如图 6所示，在实践教学体系中，所有训练项

目均对接企业实际项目进行，并遵循从单元项目实训至综合项目实训，最后完成毕业设

计对所学全部知识与技能进行总结来达到实践知识的掌握和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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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控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图 6 数控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二）课程设置

本专业有公共基础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及



9

专业（群）选修课等 6类课程，总共 57 门课，2634 学时，144 学分。

1.公共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入学教育、劳动实践与 6S、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

计算机信息技术、实用英语，应用数学，创新创业教育，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3 门课

程，共 33 学分。

2.公共选修课

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艾滋病、性与健康，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国，领导力

与团队建设，普通话测试，影视动画音乐，音乐鉴赏，数学建模，英语口语与翻译，艺

术与审美，应用文写作，大学生健康教育，人工智能导论，书法与大学生心理健康，英

语演讲，创业管理-易学实用的创业真知，成功求职 6步走 18 门课程，共 8学分。其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艾滋病、性与健康，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国，领导力与团队建设，

普通话测试为公共限选课程。

3.专业基础课

主要有专业认知，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图，工程机械智能

制造导论，公差配合及零件检测6门课程,共11学分。

4.专业核心课

主要有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计算机辅助制造，机械制

造工艺，Pro/E工程机械产品设计，多轴加工技术6门课程,共23学分。

5.专业拓展课程

主要有工程机械CAD，3D打印技术，数控机床维护与保养，MasterCAM，岗前技

能强化训练，跟岗实习，技能考证强化训练，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社会实践10门

课程,共61学分。

6.专业（群）选修课程

主要有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工程机械液压与气动，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4门课程,共8学分。

（三）课程描述

1. 公共基础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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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操，坚定理想信念的自觉，

激发敬业创新精神，形成良好人

格品质与心理素质，掌握工作、

生活中的基础法律理论，树立法

治意识。

2.知识目标：形成科学的职业价

值观，为高职各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以及高职学生成长成才

和终生发展持续赋能和打下坚实

的基础。

3.能力目标：以可持续发展的

“353”能力体系为指导，配合专

业教育，培养面向生产、经营、

管理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着

重解决培养高职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质问题。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人生的青春之问、坚定理想信

念；实践“警惕错误人生观”分为

如何看待拜金现象、如何克制游戏

成瘾、如何面对现实挫折主题演

讲。

2.弘扬中国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实践“让双创成为青春

远航动力”分为注重专业领域创

新、培养创业意识项目介绍书撰

写。

3.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实践“四

个校园”分为安全校园、绿色校园、

美丽校园、文明校园调查报告。

4.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实践分为远

离校园暴力、杜绝校园贷法治活

动。

1.教学方法要求：开展

项目化教学，配合使用

信息化教学手段，理论

讲授为辅；理论讲授 26

课时，实践活动 28 课

时。

2.考核评价要求：考核

占 70%，其中四大项目

成果各占期末考核成

绩的 25%；平时成绩占

30%。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系统掌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当代

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2.知识目标：正确认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认识

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把握

新世纪新阶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

题。

3.能力目标：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民

族观、宗教观和祖国观，坚定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

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理论讲授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

成。

1.掌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2.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

3.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全面深化改

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国两

制”与祖国统一、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全面从严治党。

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

成。

1.观看影片《建党伟业》或《建国

大业》或《我和我的祖国》，写观

后感。（“毛泽东思想”模块实践）。

2.要求大学生进行一次“时事”线

上调研活动，撰写调查报告。（“邓

三科”模块实践）。

3.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文章，并写

下阅读笔记和读后感（“习”模块

实践）。

1.教学方法要求：开展

项目化教学，配合使用

信息化教学手段，理论

讲授为辅；理论讲授 32

课时，实践活动 40 课

时。

2.考核评价要求：考核

占 70%，其中三大项目

成果分别占期末考核

成绩的 30%、30%、40%；

平时成绩占 30%。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了解国家大政方针、

现状以及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国

际地位、局势以及三一文化等等。

2.知识目标：了解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教育、国内国际形势。

3.能力目标：站在多角度分析世

界局势，持续关注形势变化。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关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

育。

2.国内形势教育。

3.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教育。

备注：具体内容由教育部社科司、

思政司统一划定，发布教案课件，

每学期不同。

1.教学方法要求：讲座

理论讲解为主，班会为

辅；开展启发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参加

讲座 4 次/班会 4 次，

完成签到占比 40%；完

成线上测试题，占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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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教育

1.素质目标：正确认知大学学习

和生活，认同学院及三一集团，

树立基本的安全及纪律意识。

2.知识目标：熟悉学院在学生学

习和生活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各

项规章制度，了解所选专业的基

本情况，明确学习方向，了解三

一集团以及三一学校的发展历

程。

3.能力目标：正确理解大学生活，

快速适应新的校园生活。

4.思政育人目标：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

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成。

1.安全教育（生活中的安全、人身

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知识）。

2.适应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校

史校情教育、三一文化教育、校纪

校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3.专业介绍（学校四大学院 25 个

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队

伍状况、就业前景、就业发展方向

等）。

4.成长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

大的理想，合理规划大学学习，规

划人生，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指明奋

斗方向）。

5.四个信心教育（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

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合理规划大

学学习，规划人生，为他们的成长

成才指明奋斗方向）。

1.教学方法要求：通过

组织主题班会、各类相

关实践活动、专题讲座

实施课程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学生

手 册 70%+ 企 业 文 化

30%。

劳动实践与 6S

课

1.素质目标：培养高尚的品德，

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

人生道路上各种问题予以科学的

有说服力的解答。

2.知识目标：学习 6S及扫除道的

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塑造良好

的品格，通过劳动实践。

3.能力目标：通过劳动实践提升

学生动手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热爱

社会、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及爱岗敬业，培养新时代的工匠

精神。

理论教学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

成。

1.学习培养扫除道五大作用，做人

谦虚，作事细心，提高察觉力，改

变心性，学会感恩。

2.学习扫除道如何改变社会，家

庭，公司。

3.学习扫除道如何改变自我，创造

价值。

4.学习什么是 6S 讲解、6S与扫除

道的共同点。

劳动实践课程内容由二个项目组

成。

1.学习培养如何使用卫生工具进

行扫除；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在

学习扫除道的同时培养学生观察

能力，谦虚向上的心态。

2.6S 与扫除道应用到实践中，通

过教师指导示范，树立工匠精神，

明确人生目标、从劳动中体验学习

乐趣，自行感悟提高素养。

1.教学方法要求：通过

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

实施课程教学。要求需

对学生进行以身作则

现场示范指导不少于

20 分钟。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

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即

平时学习效果评价（劳

动实践与6S评分成绩=

学生过程评价 70%+知

识能力评价 30%。

军事理论与技能

1.素质目标：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2.知识目标：掌握三大条令、基

本射击、防卫、战备基础、国防、

军事等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掌握基本军事技能，

提升学生协作、沟通、执行以及

意志力。

4.思政育人目标：加强学生国防

意识，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

集体主义精神及爱国主义精神。

军事理论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

成。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国防法规、

国防建设、武装力量、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概述、国家

安全形势、国际战略形势）。

3.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述、外

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新军事革

命、 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装备概述、

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

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军事技能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

成。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共同条令

教育、分队的队列动作、现地教

1.教学方法要求：军事

部分通过理论讲解完

成课程教学，军事技能

部分通过户外实操完

成课程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理论

考 试 50%+ 军 事 技 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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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射击与战术训练（轻武器射击、

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格斗

基础、战场医疗救护、核生化防

护）。

4.战备基础与应用训练（战备规

定、紧急集合、行军拉练、野外生

存、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监测）。

体育

1.素质目标：形成自觉参与锻炼

的行为习惯，掌握科学锻炼的方

式方法，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形

成健康的心理品质。

2.知识目标：了解体育运动的基

础知识，运动特点，锻炼价值，

树立健康的运动观。

3.能力目标：通过对运动项目的

选择和学习，培养运动爱好和专

长，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生

活态度，同时养成终身锻炼的好

习惯。

4.思政育人目标：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将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对

学生进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系统的教育,从而实现人的全方

面发展。

本课程由成线上理论教学、线下项

目化教学、体质测试、晨夜跑、体

育类活动、线下俱乐部教学六个项

目组成。

1.线上理论：

（1）运动改造大脑。

（2）体育与健康。

（3）运动营养学。

（4）体育保健学。

2.项目化教学：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极限飞盘、田径、武术、跆拳

道、健美操。

3.体质测试：

1000 米(男)，引体向上(男)，800

米(女)，仰卧起坐(女)，50 米，

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身高体重，

肺活量。

4.晨夜跑：

一年级晨跑、二年级夜跑。

5.体育类活动：

篮球赛、足球赛、校运会、体育文

化节等。

6.俱乐部教学：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极限飞盘、田径、武术、跆拳

道、健美操。

1.教学方法要求：通过

线上合班课完成运动

改造大脑及体育健康

类理论课授课、线下 10

个运动项目完成项目

化教学、通过组织晨夜

跑、体育类活动和俱乐

部教学完成课外体育

运动教学。

2.教学评价要求：项目

化教学：平时成绩 30%+

体质测试成绩 30%+运

动技能考核 40%。晨夜

跑+体育类活动+俱乐

部教学采用打卡制统

计学时。

大学生心理健康

1.素质目标：明确心理健康的标

准及意义，增强自我心理保健意

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心理健康知识。

3.能力目标：培养自我认知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成。

1.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

概述、自我的困惑与迷失、大学生

的自我意识、塑造健全的自我意

识）。

2.大学生的情绪管理与调适（认识

情绪、大学生情绪困扰与分类、大

学生情绪的调适）。

3.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大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简介、培养人

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性、人际交往的

原则、人际交往的技巧、如何提高

人际交往能力）。

4.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爱情的

实质、大学生的恋爱心理、大学生

的性心理健康）。

1.教学方法要求：通过

线上合班课完成理论

课部分教学，通过组织

主题班会完成实践教

学。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

成 绩 30%+ 期 末 考 核

70%。

计算机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作风；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团队

协作精神；培养学生诚实守信意

识和职业道德观念；培养学生信

息化处理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成。

1.文字处理软件应用 Word 的启动

与退出、Word 的工作界面、Word

的视图方式。

2.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 Excel

的基本知识、Excel 的基本操作、

1.教学方法要求：开展

项目化教学，配合使用

信息化教学手段，实践

教学 28 课时。

2.考核评价要求：考核

占 70%，其中四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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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目标：了解计算机基础知

识；掌握文字处理软件 word 2010

的使用方法；掌握电子表格处理

软件 excel 2010 的使用方法；掌

握 演 示 文 稿 软 件 PowerPoint

2010 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

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学会使

用文字处理软件 word 2010 进行

文字编辑与排版；学会使用电子

表格处理软件 excel 2010 进行电

子表格的制作与编辑排版；学会

使用演示文稿软件 PowerPoint

2010 进行简单的演示文稿创作。

4.思政育人目标：树立正确的科

学态度，自觉地按照法律和道德

行为使用信息技术，进行与信息

有关的活动。

工作表的编辑和格式化、工作表的

数据管理、数据的图表化、工作表

的打印。

3.演示文稿软件的应用 Power

Point 入门、修饰演示文稿、修饰

演示文稿、播放演示文稿。

4.毕业设计实践。

成果各占期末考核成

绩的 25%；平时成绩占

30%。

实用英语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基本的英语听

说读写译能力。

3.能力目标：能够顺利通过大学

英语三级 A级考试。

4.思政育人目标：提高职场竞争

力，获得职场自信。

理论教学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

成。

1.英语三级听力答题技巧和例题

解析。

2.英语三级语法答题技巧和例题

解析。

3.英语三级阅读答题技巧和例题

解析。

4.英语三级翻译答题技巧和例题

解析。

5.英语三级写作答题技巧和例题

解析。

线下答疑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

成。

1.英语三级听力重难点答疑。

2.英语三级语法重难点答疑。

3.英语三级阅读重难点答疑。

4.英语三级翻译重难点答疑。

5.英语三级写作重难点答疑。

1.教学方法要求：老师

讲解为主，启发式教

学，案例式教学。线下

理论教学（12 课时）+

实战答疑（16 课时）。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

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即

学习效果评价（学生课

程学习成绩）=学习过

程 评 价 - 平 时 成 绩

（50%）+知识能力考核

评价-期末考试（50%）。

应用数学

1.素质目标：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为继续专业学习和可持续发

展打下必要的数学基础。

2.知识目标：掌握生活中的数学、

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

内容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思想方法。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辩证思

维能力、数学计算能力、数学语

言表达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等核心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增强学生自信

心，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线上自学部分课程内容由二个项

目组成。

1.函数的定义，函数的各要素，函

数的性质与基本初等函数。

2.极限的定义，极限的运算法则与

无穷小无穷大，两个重要 k极限以

及函数的连续性。

线下理论教学部分课程内容由三

个项目组成。

1.复习函数与极限。

2.导数、微分的定义，导数与微分

的运算法则，复合函数求导及微分

以及导数的应用。

3.原函数的概念，不定积分的性

质，不定积分的换元法、分部法，

定积分的定义、运算及其应用。

1.教学方法要求：采取

赛教融合模式实施教

学，老师讲解为主，启

发式教学，案例式教

学。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

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即

学习效果评价（学生课

程学习成绩）=学习过

程 评 价 - 平 时 成 绩

（50%）+知识能力考核

评价-期末考试（50%）。

创新创业教育

1.素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具备企业精神和企业家思维、

具备社会责任感与创业使命感。

课程内容由基础模块和实践教学

组成。

1.基础模块：

1.教学方法要求：通过

线上合班课完成理论

课部分教学，通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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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描述

2.专业基础课

表 4 专业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专业认知

1.素质目标：养成“爱国、敬业、

友善、勤奋”等良好的品行，通过

对专业的了解能确定今后的发展目

标。

2.知识目标：了解数控专业的定位、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今后的

发展趋势。

3.能力目标：熟知数控专业核心岗

位需要掌握的技能，了解专业核心

课程内容及具体实施过程。

4.思政育人目标：建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造梦、

圆梦、做梦的能力。

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成。

1.专业介绍：介绍专业的定位、

专业特色、专业发展、专业成

果。

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介绍：

（1）介绍学生三年学习的任

务。

（2）介绍专业人才模式与具体

实施。

（3）专业工作岗位介绍。

3.核心课程介绍：

（1）让学生了解专业 6门核心

课程教学内容。

（2）学生如何运用学分银行进

行学分置换。

4.岗位能力认知：

（1）认知数控技术相关岗位。

（2）数控车工/铣工岗位认知。

（3）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岗位

1.教学方法要求：该课程

以讲座与参观的形式实

施，采用现场参观体验、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让学

生对数控专业有清晰的

了解。

2.考核评价要求：该课程

以口试、笔试的方式进行

考查。

3.实训条件要求：数控仿

真机房、数控车削加工实

训场、数控铣削加工实训

场、3D 打印实训室等。

2.知识目标：识别创业机会、掌

握创新技能、熟悉创业流程。

3.能力目标：掌握创业计划书的

制作、掌握路演技巧、熟悉商业

模式、熟悉创业法律相关知识。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社会责任

感与使命感、了解革命老区、贫

苦地区现状，肩负青年社会责任。

（1）了解创业与创业精神。

（2）熟悉知识经济发展与创业。

（3）掌握创业机会评价。

（4）创业风险识别。

2.实践教学：

（1）识别及寻找创业资源 如何看

待与识别创业资源，如何利用创业

资源。

（2）商业模式开发,商业模式因果

关系链条的分解，设计商业模式的

思路和方法。

（3）撰写创业计划书，注重创新

创业意识、创业计划的基本结构。

（4）创业路演 确定路演形式，掌

握路演技巧，路演方法。

主题班会完成实践教

学。

2.考核评价要求：课堂

表现(70%)＋创业计划

书撰写评分（30%）进

行综合评价。

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1.素质目标：树立起职业生涯发

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

2.知识目标：了解自己的特性、

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了解

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

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

分类知识以及创业的基本知识。

3.能力目标：掌握自我探索技能、

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决策

技能、求职技能等。

4.思政育人目标：激发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

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

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成。

1.建立生涯与职业意识。

2.职业发展规划。

3.提高就业能力。

4.求职过程指导。

5.职业适应与发展。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

程采用理论+实践教

学。

2.考核评价要求：项目

考核合格，实践考核合

格。



15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认知。

（4）生产技术管理岗位认知。

电工与电子技术

（专业群共享课）

1.素质目标：有较强的求知欲，具

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具有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乐于通过亲历

实践实现、检验、判断各种技术问

题。

2.知识目标：掌握交直流电路分析

方法和电路的基本操作技能。

3.能力目标：具有分析解决中等复

杂程度典型、常用电路问题的能力

和基本操作技能；具有识读电路图，

计算电路基本物理量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服务于

人民的意识，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

技术的热爱，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直流电路：

（1）讲解直流电路基础知识。

（2）基尔霍夫定律。

（3）电子元器件的认识。

（4）电子产品制作及检测。

2.交流电路：

（1）交流电路基础知识。

（2）常用电器元件与电工工

具。

（3）照明线路装调。

3.电动机：

（1）直流电动机原理与结构。

（2）交流电动机原理与结构。

（3）电动机的常用检测方法。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

和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

比较简单的理论知识通

过线上学习完成，线下教

学主要完成重点难点答

疑和实训任务。确保学生

完成素质、知识、能力、

思政育人等四维学习目

标。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理

论统考（50%）+平时项目

成绩（50%）的考核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电子电

工拖动实验装置 25台、

常用电工工具。

机械设计基础

（专业群共享课）

1.素质目标：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

交流表达能力；测绘过程中有团队

协作精神；有良好的设备维护和保

养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典型机构、典型

传动的组成、原理及应用；掌握轴

系零件的结构、特点、常用材料及

应用场合。

3.能力目标：能合理的选用材料，

具有分析和选用机械零部件及简单

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具有正确操

作和维护机械设备的基本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树立学生正确三

观，培养学生成为有信心，有责任

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人。

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成。

1.对机械的初步认识：掌握机

器的组成，理解机构、运动副

等概念。

2.常用工程材料：掌握常用金

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理化特

性及热工艺性能；掌握金属热

处理过程基础知识。

3.常用机构：掌握铰链机构、

连杆机构、凸轮机构、棘轮机

构的组成、原理、应用。

4．机械零件：掌握轴类零件的

特点、连接类型及其应用。

5.机械传动：掌握带传动、链

传动、齿轮传动、蜗轮蜗杆传

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讲

授法、案例教学法、项目

驱动等教学方法，并且结

合线上线下、课内课外、

翻转课堂等信息化教学

手段，坚持学中做、做中

学以达成素质、知识、能

力、思政育人等四维教学

目标。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平

时成绩（30%）+项目成绩

（40%）+综合考核成绩

（30%）的考核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各类机

构 6套、轴类零件 6套、

齿轮类零件 6套、减速箱

箱体6套、尺规量具6套、

电脑 1台和投影仪 1台。

机械制图

（专业群共享课）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

神，团队合作与交流的能力，严谨

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职业精神，使学生达到既具有专业

基础又有较高的专业文化素质。

2.知识目标：既有较熟练的绘图、

读图能力，又有较敏捷的灵活思维

和创新意识，满足职业岗位和职业

生涯发展的需要。

3.能力目标：掌握一般的几何作图

法，能熟练识读零件图和简单的装

配图，具有分析图纸的能力，简单

测绘能力，掌握国家标准。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爱岗敬

业、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培养学

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课程内容由两个项目组成。

1.机械制图基础知识及实训。

（1）制图基本知识，介绍国家

标准，基本规律。

（2）投影法、一般的几何作图

方法。

（3）组合体及其画法，组合体

尺寸标注，读、画三视图。

（4）机械图样的一般表示法。

（5）螺纹、轴承、链轮等机械

图样的特殊表示法。

（6）画零件图的步骤，读零件

图方法。

（7）识读简单装配图。

2.技能抽考训练：

（1）多种形状零件图绘制共

10个项目。

（2）识读零件图回答问题共 4

题。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讲

授法、案例教学法、项目

驱动等教学方法，并且结

合线上线下、课内课外、

翻转课堂等信息化教学

手段，坚持学中做、做中

学以达成素质、知识、能

力、思政育人等四维教学

目标。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期

末考试成绩（60%）+平时

项目成绩（40%）的考核

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借助工

件模型以及加工后的零

件实物进行课堂教学。

工程机械智能制 1.素质目标：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课程内容由两个项目组成。 1.教学方法要求：主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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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造导论

（专业群共享课）

理论联系实际，拓展视野,增强团队

意识、探索意识、创新意识、挑战

意识、敬业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工程机械的定义

与分类，了解各类工程机械的工作

原理、结构和型号命名,掌握 7 大类

工程机械的工作过程。

3.能力目标：通过多媒体资源的搜

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了解智

能制造现状与前景，熟悉智能制造

装备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

产管理，能认识典型工程机械。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爱岗敬业、

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

1.智能制造技术：

（1）智能制造概述。

（2）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机器人技术，增材技术、智能

检测技术，物联网技术，高档

数控机床技术。

（3）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与 CPS，大数据技术，

工业云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视觉识别技术。

（4）智能制造生产管理。

MES，精益管理，智能制造工厂。

（5）智能制造服务。

协同规划，智能定制，智能供

应链优化。

2.认识典型工程机械：

（1）挖掘机械。

（2）泵送机械。

（3）起重机械。

取讲授法，讨论法，直观

演示法，练习法，读书指

导法，参观教学法，现场

教学法，自主学习法，任

务驱动法，课堂教学等。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新技术知识搜

索小论文（70%）。

公差配合及零件

检测

1.素质目标：具备强烈产品质量意

识；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具

备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

2.知识目标：掌握机械产品中线性

尺寸检测、外圆和内孔检测、螺纹

检测及形位公差检测基本内容和主

要方法，并能对机械产品质量进行

分析。

3.能力目标：会计算零件的极限偏

差和查阅极限偏差表；会判别配合

的性质和计算极限间隙或极限过

盈；会正确使用常用量具测量和准

确读数；能根据机械图样上的精度

要求合理选择量具；能根据零部件

测量的结果判断其合格与否；会绘

制零件的测量数据表；会用正确的

方法对零件的尺寸、形位误差、表

面粗糙度进行检测。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的团队

精神；树立正确“三观”，塑造良

好人格，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本课程分六个项目组成。

1.产品质量的认知：产品质量

的认知，三一集团产品质量要

求。

2.线性尺寸精度的检测：轴类

零件检测；孔套零件检测；极

限与配合的选择。

3.形状和位置精度的检测：量

具、量仪的使用；形状精度检

测；位置精度检测；跳动检测。

4.表面粗糙度的检测：表面粗

糙度标准及评定。

5.常用组合件的检测：螺纹量

具选用；普通螺纹的的检测。

6.综合测量：三坐标仪使用；

箱体零件综合检测。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程

采用讲练教学法，学生先

进行 MOOC 学习，再课堂

讲解，最后完成 MOOC 作

业。

2.考核评价要求：本课程

考核方式采用项目考核

40%＋综合考核 30%＋平

时成绩 30%的方式进行课

程评价。

3.专业核心课

表 5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数控车削编程与

加工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培养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具备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

2.知识目标：掌握数控机床的类型、特

点及其工艺范围；理解和掌握零件的数

控车削加工工艺；手工编制轴类零件的

加工程序；掌握数控车床的加工操作。

3.能力目标：能够设计机加工艺方案，

编制工艺过程卡等工艺文件；能利用刀

具知识和切削规律合理选择刀具和切削

课程内容由四个项目组成。

1.数控车床基础知识及基

本操作：认识数控车床、数

控车床的对刀。

2.简单轴类零件加工：阶梯

轴、圆锥、倒角、切槽和切

断加工。

3.复杂轴类零件加工：外螺

纹、G71 指令、G73 指令加

工复杂零件。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真

实的零件作为载体，以任

务驱动实施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本课程

采用考勤 30%＋项目成绩

30%＋期末考试 40%的方

式进行课程评价。

3.实训条件要求：安排数

控实训场进行，配有

CK6140 机床 15 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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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用量；能够选择并使用合适的测量工具；

能够掌握加工简单的轴类零件。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面对困难不

屈服，勇于攀登高峰的信心和决心；激

发学生对于装备制造领域的向往。

4.盘套类零件加工：孔类、

内螺纹零件的加工。

5.配合件加工与装配。

Fanuc 0i 系统，有常规量

具、量仪、刀架扳手、卡

盘扳手。

数控铣削编程与

加工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谦虚、好学的能

力；培养学生勤于思考、认真做事的良

好作风；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较

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平面类零件的加工工

艺设计和数控程序编制；学会通用夹具

的选择、安装、调整，学会刀具的选择、

安装和刃磨；掌据量具的选择和使用，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日常维护。

3.能力目标：具有制定工艺文件能力；

具有零件定位与通用夹具选择和调整能

力；能够正确选择定位基准，并找正零

件；具备手工编程能力；具备数控铣床

操作能力；具备零件加工及质量控制能

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面对困难不

屈服，勇于攀登高峰的信心和决心；激

发学生对于装备制造领域的向往，树立

职业精神的标杆，增强民族自豪感。

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成。

1.数控铣床安全及操作：数

控铣床安全及文明生产和

基本操作。

2.工件、刀具的装夹：工件、

刀具的装夹与校正，对刀原

理、对刀。

3.六面体加工。

4.凸台类零件加工。

5.内轮廓加工。

6.配合件加工与装配。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真

实的零件作为载体，以任

务驱动实施教学。融入课

程思政相关内容，要求学

生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规

范着装、严格执行 6S 管

理。

2.考核评价要求：本课程

可采用平时成绩+项目成

绩+综合考核的考核方

式。

3.实训条件要求：使用数

控铣削实训车间，8 台数

控铣床，有铣夹头、月牙

扳手、平口钳、橡胶榔头、

游标卡尺等工具。

计算机辅助制造

1.素质目标：具有能吃苦、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的品质；具备终生学习、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团队合作

精神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2.知识目标：具有分析与制定加工工艺

能力；能快速绘制出各机械零部件草图；

熟练掌握 UG 绘图基本方法与快捷命令；

掌握一般零件的实体建模与曲面造型；

能够正确选择定位基准，出刀轨和程序。

3.能力目标：能熟练地运用 CAD/CAM 软

件进行草图设计、中等难度机械零件的

造型；能正确编制中等难度零件数控铣

加工程序并进行加工仿真；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完善自我，

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培养学

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

课程内容分四个项目组成。

1.零件三维造型。运用 UG

NX 软件完成轴类、端盖等

零件三维造型，曲面造型。

2.平面加工。NX UG 编程基

础，平铣削区域、表面铣、

手工面铣削、平面轮廓铣、

粗加工跟随铣、清角铣、精

铣侧壁、精铣底面。

3.曲面加工。型腔铣、插铣、

固定轴曲面轮廓铣、等高轮

廓铣、流线驱动铣、清根切

削、3D 轮廓加工、刻字、

鼠标凹模零件加工。

4.孔加工。钻孔加工、镗孔

加工、螺纹孔加工。

1.教学方法要求：在多媒

体机房进行教学，通过公

共网络进行演示；知识点

分解，每次讲解不要太长

时间，讲练结合,以学生

练习为主，教师巡回指

导；学生自备电脑，完成

课后作业。

2.考核评价要求：课程考

核采用训练项目考核、综

合实训作品考核和学习

过程相结合，综合评定课

程成绩。

3.实训条件要求：在计算

机机房进行，电脑装有

ug8.0 以上（含）软件。

机械制造工艺

1.素质目标：能严格遵守工艺纪律、执

行工作规范的工作习惯，有高度的责任

心，强烈的安全生产意识；具备生产质

量意识、生产效率意识和生产成本意识；

具备终生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机械制造的工艺过程；

工件加工方法的选择、工艺路线的拟定

及工艺规程的制定；尺寸链的分析及计

算；机械制造精度、表面质量的分析。

3.能力目标：能选择加工设备和毛坯加

工方法；会编制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会分析产品的制造精度、表面质量；会

查阅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各种工艺参数和

图册。

课程内容分六个项目组成。

1.毛坯制造：金属液态成形

的工艺基础；砂型铸造方

法；铸件的结构设计方法。

2.金属切削原理：金属切削

加工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金

属切削的过程；刀具磨损与

工件材料的切削加工性；金

属切削条件的选择。

3.金属切削加工：车削加

工；铣削加工；钻、镗加工；

刨、磨及齿轮加工。

4.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编

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

的内容、原则、步骤；零件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程

采用讲练教学法，学生先

进行 MOOC 学习，再课堂

讲解，最后完成 MOOC 作

业。

2.考核评价要求：本课程

采用考勤 10%＋平时成绩

30%＋期末考试 60%的方

式进行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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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完善自我，

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培养学

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

的结构工艺性分析及毛坯

的选择；定位基准的选择；

工艺路线的拟定；加工余量

的确定；工艺尺寸链及时间

定额与生产效率。

5.典型零件的加工：轴类零

件加工；套类零件的加工；

箱体类零件的加工；齿轮加

工。

6.机械加工质量：机械加工

质量；机械加工表面质量。

Pro/E 工程机械

产品设计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从实际出发，理

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的学习思想；使

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勤奋学习的良好作

风，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

质。

2.知识目标：了解 Pro/E 系统建模原理，

熟悉 Pro/E 的操作界面；掌握草图绘制

及编辑，理解各定位约束的含义；能熟

练运用实体建模的相关命令进行实体建

模；掌握曲面造型的各种方法；能熟练

操作 Pro/E 软件进行装配设计；能熟练

操作 Pro/E 软件进行零件工程图绘制，

标注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技术要

求等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

3.能力目标：能熟练地运用 Pro/E 软件

进行中等复杂机械零件的三维造型；能

熟练地运用 Pro/E 软件完成一般难度的

产品设计；能熟练完成二维工程图绘制；

具备运用 Pro/E 软件进行创新设计的能

力，能运用所学 CAD/CAM 知识与操作技

能，解决与工业产品相关的实际问题。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神；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爱，

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分五个项目组成。

1.草图绘制。Pro／E 操作

界面，垫块轮廓绘制、槽轮

轮廓绘制。

2.三维造型。真空泵端盖零

件造型、传动轴造型、杯子

造型、鼓风机造型；挖机方

向盘造型；灯罩造型；润滑

油壶造型。

3.装配设计。千斤顶装配与

爆炸图、联轴装配与爆炸

图。

4.工程图。轴套零件工程

图、带轮零件工程图。

5.设计实战。减速器箱盖造

型、减速器箱体造型、减速

器箱体、箱盖装配、减速器

箱盖、减速器箱体工程图。

1.教学方法要求：在多媒

体机房进行教学，通过公

共网络进行演示； 知识

点分解，每次讲解不要太

长时间，讲练结合,以学

生练习为主，教师巡回指

导；学生自备电脑，完成

课后作业。

2.考核评价要求：课程考

核采用训练项目考核、综

合实训作品考核和学习

过程相结合，综合评定课

程成绩。

3.实训条件要求：在计算

机机房进行，电脑装有

creo5.0 以上（含）软件。

多轴加工技术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

主动适应团队工作的职业态度；具有创

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安

全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及成本等

工程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数控多轴铣削加工工

艺的基础知识；掌握零件的 CAM 编程基

础知识（含平面铣、型腔铣、固定轴曲

面轮廓铣、点位加工、可变轴曲面轮廓

铣、叶轮加工等）；掌握零件的四轴、

五轴后置处理的知识；掌握零件的四轴、

五轴数控仿真加工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能根据零件图样确定零件

的加工工艺；能利用 CAM 软件完成零件

的多轴数控编程；能定制四轴、五轴的

后置处理；能利用数控仿真软件完成零

件的数控加工仿真；能熟练创建生产车

间所需的工艺文档。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神；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爱，

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由六个项目组成。

1.连接块的数控编程与仿

真加工。

2.箱体的数控编程与仿真

加工。

3.叶片的数控编程与仿真

加工。

4.多面体的数控编程与仿

真加工。

5.叶轮的数控编程与仿真

加工。

6.X 证考核样题仿真加工。

1.教学方法要求：课程具

有专业技术性和实践性

强，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

的特点。重视融入实际教

学案例开展教学，重视实

践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建立过

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

相结合、线上测试与线下

考试相结合、个人课堂表

现与小组整体表现相结

合的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课程主

要 安 排 于 数 控 专 业

CAD/CAM 机房，60 台计算

机设备，同时课程教学还

需要制作多媒体教学课

件、教学视频，以便保质

保量地完成课程教学任

务。

4.专业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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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专业拓展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工程机械 CAD

1.素质目标：具有能吃苦、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的品质；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和

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绘图环境的设置，掌

握平面图形的绘制；掌握零件图的表达

方法，尺寸标注方法，公差选用方法；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能力目标：能运用 AutoCAD 软件，按

照绘图的规范和要求绘制一般难度机械

零件图；能准确表达机械零件的结构，

能正确标注尺寸和技术要求。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完善自我，

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培养学

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

课程内容分 2 个项目组成。

1.平面图形绘制。设置绘图

环境；方垫片绘制；板手截

面绘制；槽轮截面绘制。

2.零件图绘制。创建图纸样

板文件；绘制小盖零件图；

绘制齿轮零件图；绘制齿轮

主动轴零件图；绘制螺杆零

件图。

1.教学方法要求：重视融

入实际教学案例开展教

学，重视实践教学。

2.考核评价要求：项目评

价标准可从职业素养与

规范（占 20%）、作品质

量（占 80%）两方面进行

评价。综合实训作品评价

标准可从职业素养与规

范（占 20%）、作品质量

（占 80%）两方面进行评

价。

3.实训条件要求：课程主

要安排于 CAD/CAM 机房，

60 台计算机设备。

3D 打印技术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设计的兴趣和学

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

态度和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企业服务的思想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

风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基于特征的产品设计

结构部件的建模方法；能够运用各种材

料完成艺术品制作；掌握三维实体造型、

建模、曲面设计打印与制造工艺。

3.能力目标：阅读分析产品快速表现图

纸、产品草绘结构及产品相关零件图；

提升学生的设计空间的想象能力；产品

设计出图能力；能完成不同软件间的文

件交换与共享。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服务于人民

的意识；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

爱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程内容由六个项目组成。

1.3D 打印技术的原理。

2.3D CAD 软件应用。

3.曲面与实体混合建模。

4.设计结果的表达。

5.设计作品递交及检查。

6.打印数据的检查与处理。

1.教学方法要求：示范

法、巡回指导法。

2.考核评价要求：出勤+

作业+期末考试的考核方

式各占 10%+60%+30%。

3.实训条件要求：犀牛软

件、切片软件及对应电脑

硬件。

数控机床维护与

保养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

乐业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了解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

主要结构；掌握数控机床的进给传动原

理；熟悉数控机床滚珠丝杠的结构;了解

盘式刀库、链式刀库、箱格式刀库的结

构；掌握数控机床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

组成、特点、功用。

3.能力目标：能对主轴部件进行正确的

日常维护保养；能正确进行进给传动机

构的日常维护保养；能做好自动换刀装

置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维护液压系统

的正常运行。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爱岗敬业、踏实

肯干的工作作风；养成积极配合、与人

合作的团队精神。

课程内容由七个项目组成。

1.数控机床主轴部件的维

护与保养。

2.进给传动机构的维护与

保养。

3.机床导轨的维护与保养。

4.回转运动部件的维护与

保养。

5.刀架、刀库及换刀装置的

维护保养。

6.液压、气压系统的维护与

保养。

7.机械故障的处理。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项

目教学法，课程以训练学

生数控机维护与保养技

能为目标，将数控机床的

维护与保养知识，分解到

数控机床的拆装、维护实

训案例中。

2.考核评价要求：项目考

核属于过程考核，在每个

项目教学过程中实施，具

体考核学生对项目工作

流程的理解与掌握能力。

笔试或口试:属于阶段考

核，共考核 2次，具体考

核学生对知识或技能要

点的掌握能力。小组互

评:小组成员根据小组作

业中的表现进行评分。

3.实训条件要求：多媒体

教室、数控车床加工实训

场，配有常规工具含扳

手、起子、内六角、铜棒。

MasterCAM 1.素质目标：锻造强健体魄；培养良好 课程内容由 2 个项目组成。 1.教学方法要求：要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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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的团队协作意识；具备吃苦耐劳的意志

品质

2.知识目标：掌握 CAD/CAM 的基础概念、

应用方法和关键技术。

3.能力目标：具备二维、三维建模能力；

具备二维、三维自动编程及后处理能力；

培养创新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爱岗敬业、踏实

肯干的工作作风；养成积极配合、与人

合作的团队精神。

1.䓍绘及建模。

2.编程及加工。

备良好的师德，具备机械

制造相关知识，有相关

CAM 软件操作水平，具备

生产实践经验。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上

机实操考试。

3.实训条件要求：安排机

房内进行，电脑+仿真软

件。

岗前技能强化训

练

1.素质目标：养成安全文明生产的良好

习惯；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

精神、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以及查错、

纠错的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高级数控车（铣）工

的基本技能；熟悉安全文明生产的有关

知识；掌握西门子数控编程技术。

3.能力目标：具备复杂零件的车削工艺

编制能力；能根据零件图样正确使用工、

夹、刀、量具等进行操作加工。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服务于人民

的意识；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

爱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程内容由六个项目组成。

1.西门子数控编程技术。

2.数控编程及计算机辅助

设计与制造。

3.数控车典型案例分析。

4.数控铣削加工技巧的典

型案例分析。

5.数控车实操考核。

6.数控铣实操考核。

1.教学方法要求：理实一

体化，在加工难度增加的

过程中循序 渐进，让学

生独立操作数控机床，在

学习过程中，强化技能。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平

时成绩（30%）+项目成绩

（40%）+综合考核（30%）

的考核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多媒体

教室、数控加工实训场，

配有充足的工量具。

跟岗实习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

队协作精神、训练严谨细致、求真务实

的工作方法。

2.知识目标：了解数控车工，数控铣工，

制图员，生产技术管理员，设备管理员

具体工作方法，学会交往，学会处事。

3.能力目标：掌握所在岗位的具体方法；

学会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制图员，生

产技术管理员，设备管理员的工作方法。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爱岗敬业、踏实

肯干的工作作风；养成积极配合、与人

合作的团队精神。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制

图员，生产技术管理员，设

备管理员等职业岗位的岗

位职责、工作内容、工作程

序、工作方法。

2.岗位的具体方法：数控车

工，数控铣工，制图员，生

产技术管理员，设备管理员

的具体工作方法。

3.增强职业技术应用能力。

1.教学方法要求：主要采

用讨论法，直观演示法，

练习法，现场指导教学

法，自主学习法，任务驱

动法进行教学。要求学生

在学习岗位上，要有虚

心、勤奋、好学的学习态

度，脚踏实地、严以律己

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

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

2.考核评价要求：学生顶

岗实习总成绩=企业评定

成绩(40%)+学生自我评

定成绩(30%)+实习总结

成绩(30%)。

3.实习岗位要求：数控车

工，数控铣工，制图员，

生产技术管理员，设备管

理员。

技能考证强化训

练

1.素质目标：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具备

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具有良好的表达

能力；具备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

2.知识目标：理解和掌握零件的数控加

工工艺、手工编程和实践知识；掌握机

械制造中所涉及的设备、工装、数控加

工工艺编制等环节的理论及实践知识。

3.能力目标：具备机械零件加工工艺分

析能力；具备零件加工及质量保障能力；

具备解决产品质量问题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服务于人民

的意识，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

爱，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由五个项目组成。

1.安全及数控车削工艺。

2.数车考证项目训练。

3.数铣考证项目训练。

4.数车考证项目考核。

5.数铣考证项目考核。

1.教学方法要求：实训课

程，在加工难度增加的过

程中循序 渐进，让学生

独立操作数控机床，在学

习过程中，强化技能。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平

时成绩（30%）+项目成绩

（40%）+综合考核（30%）

的考核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多媒体

教室、数控加工实训场，

配有充足的工量具。

毕业设计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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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态度；善于用理论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

精神以及善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良

好习惯。

2.知识目标：掌握机械制造工艺过程；

掌握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过程。

3.能力目标：具备文字编辑及写作能力；

具备机械产品加工工艺编制能力；培养

产品质量意识。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与

工匠精神，增强职业的使命感；激发学

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爱，树立振兴中

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毕业设计选题：包括初识

毕业设计、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资料收集与制

定。

2.工艺分析：包括绘制零件

分析图、绘制毛坯图、工艺

分析、刀具及工艺参数的选

择、手工编程、自动编程及

仿真。

3.毕业设计实例与答辩。

己带电脑来查找资料；知

识点分解，讲练结合。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平

时成绩+答辩成绩+毕业

设计说明书成绩的考核

方式。

顶岗实习

1.素质目标：具备强烈产品质量意识；

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具备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乐于接触并了解国内外

先进的数控技术及其科技文化。

2.知识目标：尽快将所学专业知识、岗

位技能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实现在学期

间与企业、与岗位零距离对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具备机械加工业

岗位群所需的操作技能与技术应用能

力；强化学生具有数控加工基础知识、

手工编程、工艺分析以及数控机床操作

能力；具备零件图纸的分析能力和数学

处理能力；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能力要

求，具有安全操作数控机床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神；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爱，

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本课程分四个项目组成：

1.车间数控设备的认知：数

控设备系统的认知，三一集

团产品质量要求。

2.通用能力目标培养：主要

通过对岗位的体验来实验

来实现学生、沟通、与人共

处、协作、学习、心里承受

能力、职业态度和创新意识

等能力的提升。

3.劳动组织纪律职业道德

与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职业基本素质，对待工作认

真负责，按时完成工作任

务。安规操作、循序渐进、

安全生产。

4.基本专业技能：按照操作

规范，文明生产、管理、服

务、安全完成工作任务。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三

元评价体系，有企业、学

院、学生共同完成评价。

2.考核评价要求：劳动纪

律考勤 10%＋带岗师傅

评价 30%＋独立完成工

作 60%的进行课程评价。

社会实践

1.素质目标：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民情,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理解；深入实际了解社会

主义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有待进一步

解决的实际问题,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和

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使命感。

2.知识目标：运用本专业所学知识和技

能,而且使学生通过对学科重点或焦点

问题进行社会实践。

3.能力目标：培养、训练学生观察社会、

认识社会以及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神；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由三个项目组成。

1.社会调查：实地考查,实

事采集,经过实事求是的分

析。

2.劳动锻炼：下乡下厂锻

炼，完成劳动锻炼总结报

告。

3.科技文化服务。

1.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可以根据企

业实际情况进行实践学

习，要求要有虚心、勤奋、

好学的学习态度，脚踏实

地、严以律己的工作作

风，爱岗敬业、与人合作

的团队精神。

2.考核评价要求：学生实

践实习总成绩=企业评定

成绩（40%）+学生自我评

定成绩（20%）+实习总结

成绩（20%）+管理老师评

定成绩（20%）。

5.专业（群）选修课

表 7 专业（群）选修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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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工程机械创新课

程设计

1.素质目标：筑造正确梦想的能力；锻

造强健体魄的能力；传承中华美德的能

力。

2.知识目标：掌握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掌握机械创新设计的方法及步骤。

3.能力目标;掌握创新设计思维的能

力；掌握机械结构与创新设计能力；掌

握机械系统运动方案与创新设计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对双创竞赛

的热情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

课程内容由六个项目组成。

1.课程设计选题。

2.方案设计。

3.结构设计。

4.外观设计。

5.传动设计。

6.工程图。

1.教学方法要求：使用

案例教学；教师要引导

学生通过感知、思考、

讨论等方式，分析案例。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调研报告方式考试。

工程机械液压与

气动

1.素质目标：具备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能力；培养良好的设备维护和保养

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液压与气动的基础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从事机械、液

压、气动设备的安装、调试、维修保养

等技能。

3.能力目标：会简单液压回路、气压回

路的安装连接与测试，会根据系统原理

图进行液压、气动回路装调。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

神，激发学生对祖国科学技术的热爱，

树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程内容由二个项目成。

1.液压系统装调：

（1）进油路节流调速回路装

调。

（2）节流阀旁路节流调速回

路装调。

（3）自动连续换向回路装调

装调。

（4）差动连接工作进给快速

回路装调装调。

2.气动系统装调：

（1）单气缸延时往复气压系

统装调。

（2）双气缸顺序动作气动系

统装调。

（3）货板提升推出装置气压

系统装调。

（4）标签粘贴设备气压系统

装调。

（5）圆柱塞分送装置气动回

路装调。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

并且结合线上线下、课

内课外、翻转课堂等信

息化教学手段，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以达成知

识、技能、素质等三维

教学目标。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期末实操考试（40%）+

平 时 项 目 考 核 成 绩

（60%）的考核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气动

实训台 4台、投影 1台。

工业机器人应用

技术

1.素质目标：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乐于通过亲历实践去检验、判断工

业机器人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工作实践

中，有与他人合作的团队精神。

2.知识目标：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工业机器人的编程基本指令

以及示教器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能根据控制要求进行工业

机器人程序的编写；能对工业机器人进

行操作与简单维护。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完善自我，

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培养学

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树立学生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的教育内

容。

课程内容由二个项目成。

1.工业机器的定义、作用以

及分类；工业机器人组成，

功能及应用领域。

2.工业机器人基本知识：

（1）机器人的坐标系、在

Robot Studio 中建立机器人

系统。

（2）工业机器人运动指令讲

解及操作。

（3）工业机器人转数计数器

更新、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的

建立。

（4）工业机器人通讯类型、

设置。

（5）工业机器人 I/O 板设

定、工业机器人信号关联操

作。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

并且结合线上线下、课

内课外、翻转课堂等信

息化教学手段，坚持学

中做、做中学以达成知

识、技能、素质等三维

教学目标。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实操考试（70%）+平时

项目成绩（30%）的考核

方式。

3.实训条件要求：ABB 编

程电脑 25台、投影 1台。

智能制造技术与

应用

1.素质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绪论要

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端应用

型人才。

2.知识目标：了解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的

新理论、新技术和最新发展趋势。

3.能力目标：掌握智能制造技术的基本

课程内容由七个项目组成。

1.概论。

2.人工智能。

3.智能设计。

4.工艺智能规划与智能数据

库。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

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

法，学生先进行 MOOC 学

习，再课堂讲解，最后

完成 MOOC 作业。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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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理论和所涉及的基本方法；具有分析、

选用和设计智能制造单元系统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完善自我，

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培养学

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神；树立学生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的教育内

容。

5.制造过程的智能监测、诊

断与控制。

6.智能制造系统。

7.智能制造装备。

调研报告方式考试。

6.公共选修课

表 8 公共选修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中国近代史纲要

1.素质目标：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

国发展大势，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

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

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2.知识目标：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深刻认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经验。

3.能力目标：具备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

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

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

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1.反对外国侵略斗争。

2.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3.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

的终结。

4.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5.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6.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7.为新中国而奋斗。

8.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

的确立。

9.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

折发展。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

创与持续发展。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50分）=学习进度分

（15 分）+学习行为分

（35分）。章测试成绩

（10分）。期末考试得

分（40分）=线上期末考

试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

分* 40%。

艾滋病、性与健康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发

病机理、传播途径、易感染艾滋病危险

行为，提升防范艾滋病意识、能力，了

解相关法律知识，达到自觉规避危险行

为的目的，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2.知识目标：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视角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性别角色和性关

系，启迪学生学会理解和尊重，理解感

染者的心理、行为，不歧视、不抛弃，

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有同情心和人道

主义的救助行动。

3.能力目标：通过介绍艾滋病应对史中

关键里程碑、关键科学家及主要贡献帮

助学生理解科学的使命与科学家精神

激发优秀学子进一步征服疾病的雄心

壮志，通识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4.思政育人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养学生自

我保护能力。

1.院士谈艾滋病（什么是艾

滋病）。

2.艾滋病离我们远吗。

3.艾滋病能至于吗。

4.HIV检测咨询。

5.两性的交往与生殖健康。

6.性心理与情感发展。

7.性别的培养及行为规范。

8.性与法律。

9.艾滋病治疗的科学历程。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0 分）+学习行为分

（2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见面课成

绩（20分）。=见面课实

际 得 分 /见 面 课 总 分

*20%。期末考试得分

（40分）=线上期末考试

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分

* 40%。

中国传统文化

1.素质目标：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的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2.知识目标：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

丰富性与层次性，并感知诸层次内容在

文化品格上的互动。

3.能力目标：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沟

通能力与感知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通过学习，体知中国

1.儒道释文化的主要内容和

特色。

2.传统兵法、传统文学、传

统音乐、传统绘画、传统书

法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3.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

4.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

1.教学方法要求：以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

主线，知识性与趣味性

相结合，讲解与介绍中

国传统文化。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0 分）+学习行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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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并关照现实生

活，以文化养情、养志、养性。

（2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见面课成

绩（20分）。=见面课实

际 得 分 /见 面 课 总 分

*20%。期末考试得分

（40分）=线上期末考试

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分

* 40%。

艺术中国

1.素质目标：提高自我思想政治境界。

2.知识目标：理解艺术传承与艺术创

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艺术表演与

社会呈现的结合。

3.能力目标：欣赏中国艺术传统特色、

理解中国艺术时代精神、传承中国艺术

独特魅力。

4.思政育人目标：认同和热爱中国文

化。

1.课堂上的专业信仰。

2.缤纷华夏思想之舞。

3.源远流长艺术中国。

4.现代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5.戏曲艺术的情与理。

6.且思且行中国话剧。

7.“东张西望”的中国戏剧。

8.表演的艺术与社会文明。

9.绘声如画语言艺术。

10.中国女红艺术精神。

11.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

12.电视主持的表达之道。

13.礼仪和社会表演。

14.观演期待的角色文化。

15.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新

愿景。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0 分）+学习行为分

（2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见面课成

绩（20分）=见面课实际

得分/见面课总分*20%。

期末考试得分（40分）=
线上期末考试实际得分/
期末考试总分* 40%。

领导力与团队建

设

1.知识目标：了解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

2.素质目标：提高学生的领导力和团队

建设能力。

3.能力目标：认识组织行为学体系。

4.思政育人目标：获得团队自信。

1.认知，学生系统、全面看

问题的能力。

2.心性，学生思考，让学生

自己找到答案。

3.思辨，发现问题，寻求论

证，整体的辩证逻辑思维。

4.确信，确信知识的力量，

确信人心的力量，确信行动

的力量。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0 分 )+学习行为分

(25.0 分)。章测试成绩

（10分）。见面课成绩

（20 分） =见面课实际

得分 / 见面课总分 *
20%。期末考试得分（40
分） = 线上期末考试实

际得分/期末考试总分*
40%。

普通话测试

1.素质目标：培养讲普通话的习惯，提

高个人文明素质。灌输职场教育，加强

职业意识，提升职业素养。

2.知识目标：通过该门课程学习，强化

普通话表达技能训练，了解掌握学习普

通话的意义与重要性、声母韵母、音变、

单音节字与多音节字，改正过去错误的

表达习惯，学会命题说话。

3.能力目标：培养掌握表达规律，提高

语言表达能力。全面提高阅读能力，使

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感受能力，提高阅

读速度。提高学生普通话口头表达能力

与临场应变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引导学生加强知识储

备量，灵活运用，能在不同场合下能自

信表达、文明表达。

课程内容由理论教学与模拟

测试两部分组成。

理论教学：

1.普通话概述。

2.学习普通话声母、韵母、

声调、音变、轻声词、儿化

音。

3.命题说话模拟测试。

活动：

1.风采演讲（成语故事、新

闻播报、家乡介绍）。

2.命题说话（根据往年真题

出题，如介绍家乡、最难忘

的一件事等）。

3.模拟普通话测试考证（模

拟考试评分、实践操作）。

1.教学方法要求：采用课

证融合模式实施教学，

前期老师重点讲解普通

话理论知识，理论课堂

穿插个人表达展示，后

期以学生练习互评、模

拟考核为主。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一

切以考证为结果导向的

评价体系，学生考取的

等级即为课程学习成

绩。

影视动画音乐 1.素质目标：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激 1.影视动画音乐创作的基本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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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发灵感、开阔视野。

2.知识目标：懂得音乐真正的意义与表

达。

3.能力目标：提升学生对音乐的了解和

体会。

4.思政育人目标：提升人文艺术素养，

增强民族文化、民族音乐的认同与热

爱。

方法的作用、特点。

2.影视动画音乐功能。

3.动画配乐的要素。

4.器乐的种类。介绍各种器

乐的音色及特点。

5.各国动画动画音乐的发展

与特点。

实施项目化教学，通过

对不同类型音乐的学

习，让同学们能够懂得

影视结合音乐真正的意

义与表达。

2.教学考核要求：本课程

实施项目化考核，分组

展示、小组互评。

音乐鉴赏

1.素质目标：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艺

术修养。

2.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多方面的音乐

表现形式、音乐体裁等知识。让学生熟

悉中外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

不同阶段的音乐文化、主要艺术成就，

了解中外音乐史上重要的流派。

3.能力目标：提升学生分析、欣赏的能

力、想象的能力、理解能力和艺术鉴赏

能力。提高学生音乐感知能力和审美能

力。简单的读谱、识谱、唱谱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帮助学生提升民族荣

誉感和自豪感。

1.民族音乐。

2.西洋管弦乐。

3.视唱。

1.教学方法要求：本课程

实施项目化教学，通过

对中外音乐的学习，让

学生熟悉中外音乐发展

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

不同阶段音乐文化、主

要艺术成就。

2.考核评价要求：本课程

实施项目化考核，分组

展示、小组互评。

数学建模

1.素质目标：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理

性思维方式。

2.知识目标：通过实际模型深入浅出的

讲授建模相关数学知识，培养建模思

想。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思

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广

泛应用，解决生活实际生产的问题，增

强学生自信心。

1.初等模型。

2.优化模型。

3.微分方程模型。

4.概率与统计模型。

5.MATLAB编程。

1.教学方法要求：以案例

为主导，用案例讲建模，

通过案例教学举一反

三。同时注重课程的知

识性和趣味性。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学

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相结

合的评价体系，即学习

效果评价（学生课程学

习成绩）=学习过程评价

-平时成绩（50%）+知识

能力考核评价 -期末考

试（50%）。

英语口语与翻译

本课程以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

大纲为导向，融合“普译奖”全国大学

生英语翻译大赛和中、高职英语口语技

能竞赛。

1.知识目标：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

2.素质目标：了解中西文化差异。

3.能力目标：提高学生日常口语交际能

力和翻译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文化自信。

1.口语（打招呼、天气、购

物、餐饮、旅游、交通、健

康与运动、求职面试）。

2.翻译（翻译标准及其相关

问题，笔译基本技巧的使用、

词汇的翻译技巧、句法翻译

技巧、习语、成语、文言文、

典故等的翻译技巧、应用文

体的翻译方法、“普译奖”

全国大学生翻译大赛真题演

练）。

（此课程针对有意向参加

“普译奖”全国大学生英语

翻译大赛和中、高职英语口

语技能竞赛的学生授课）

1.教学方法要求：实施项

目化教学，通过完成一

个一个的项目任务来完

成教学任务。同时注重

课程的知识性和趣味

性。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学

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相结

合的评价体系，即学习

效果评价（学生课程学

习成绩）=学习过程评价

-平时成绩（50%）+知识

能力考核评价 -期末考

试（50%）。

艺术与审美

1.知识目标：了解艺术的基本问题和内

容。

2.素质目标：引导学生追求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3.能力目标：提高学生的艺术教养与审

美素质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引导学生拥有高远的

1.艺术的基本问题（艺术的

概念、艺术的门类和赏析）。

2.艺术的门类介绍（建筑、

雕塑、绘画、设计、书法、

音乐、舞蹈、戏剧、电影、

摄影）。

3.审美与人生的境界（艺术

1.教学方法要求：以中国

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为

主线，知识性与趣味性

相结合。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50分）=学习进度分

（15.0分）+学习行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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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精神追求，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与科学、艺术与宗教和中华

美学精神）。

（3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期末考试

得分（40分）。

应用文写作

1.素质目标：训练职场思维，具备职场

基本素质。

2.知识目标：掌握应用文写作体系中的

普适性内容，熟练运用各类文书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写作方法。

3.能力目标：训练科学严谨的逻辑能

力，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良好的写作习惯，品味写作之道，提升

文学审美能力。具备符合公司公文要求

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养成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习

惯。培养掌握职场写作与表达能力，塑

造职业形象，为就业奠定基础。

1.应用文的写作概述。

2.公务文书、事务文书、日

常文书、礼仪文书、经济文

书、传播文书、科技文书、

电子文书写作。

1.教学方法要求：收集各

类文书优秀范例，学生

通过模仿-练习-自己写，

实现学习目标。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分）+学习行为分（25
分）。章测试成绩（10
分）。见面课成绩（20
分）=见面课实际得分/
见面课总分*20%。期末

考试得分（40分）=线上

期末考试实际得分/期末

考试总分* 40%。

大学生健康教育

1.素质目标：本课程从生理到心理、从

健康习惯培养到疾病预防等多角度解

读当代大学生热点问题，全方位呵护大

学生健康成长。

2.知识目标：公益服务社会，践行健康

中国 2030。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良好人格。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交能力

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坚持育心与育德结

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师

生心理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协调发展。

1.健康生活方式（烟草、毒

品及物质滥用）。

2.疾病预防（疾病预防）。

3.心理健康（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相关知识）。

4.性与生殖健康（两性生殖

系统的相关知识以及科学避

孕）。

5.安全、应急与避险（大学

生的安全、应急与避险的一

系列情况和处理办法）。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30分）=学习进度分

（5.0 分）+学习行为分

（2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见面课成

绩（20分）。=见面课实

际 得 分 /见 面 课 总 分

*20%。期末考试得分

（40分）=线上期末考试

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分

* 40%。

人工智能导论

1.素质目标：具有独立思考、独立设计、

独立调试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和再学习的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人工智能研究中的经

典理论和方法，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后能较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人工

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

3.能力目标：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

与方法，培养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方法、

运用技能解决本专业及相关领域实际

问题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明确岗位职责，承担

相应社会责任。

1.课程简介及概述：人工智

能的概念、学科范畴、发展

简史、研究和应用领域；人

工智能的研究途径与方法;
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以及

当前本领域的前沿技术。

2.知识表示：知识与知识表

示、基本的确定性知识表示

方法。

3.基本问题求解方法：状态

图与状态空间、广度优先状

态图搜索技术、深度优先搜

索算法、启发式搜索技术。

4.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概

念、机器学习的分类。

5.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

网络的概念、人工神经网络

的发展历史、人工神经网络

的类型与结构等。

1.教学方法要求：项目化

教学，配合使用信息化

工具；理论讲授 14课时，

实践活动 26课时。

2.考核评价要求：采用理

论考核和平时考察方

式，考核学生对人工智

能的概念，基本知识表

达技术的掌握，对人工

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的

概念、基本结构等掌握

情况。考试成绩占 70%，

平时考察考勤、课堂表

现和作业评价占 30%。

3. 实训要求：电脑 50
台、服务器 1台。

书法与大学生心

理健康

1.素质目标：通过了解书法种类与技

法，领略传统中国文化，陶冶情操。

2.知识目标：通过了解心理学，完善自

我情绪调节，培养良好心理素质。

3.能力目标：通过书法与心理学的结合

认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1.当书法邂逅心理学。

2.书法干预心理。

3.书法教育与人格的塑造。

4.书法训练与情绪的调节。

5.书法的赏析与人际沟通。

6.书法与创新思维。

1.教学方法要求：理论讲

授，学生线上网络自学

16课时。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50分）=学习进度分

（15.0分）+学习行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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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生观、价值观，塑造良好人格。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交

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7.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审美情

趣。

8.从流行书风看传统走向。

9.书法与姊妹艺术。

10.真草隶篆行书体的实操。

（3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期末考试

得分（40分）=线上期末

考试实际得分/期末考试

总分* 40%。

英语演讲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掌握做好公共英

语演讲与辩论的理论和技巧。

2.知识目标：锻练学生自由表达的能

力，培养学生的公众表达能力。

3.能力目标：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探

索发现世界的眼光，用英语这门语言代

表中国对世界发声。

4.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国际视野下的人

文修养，具备批判性思维 培养助力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人才。

1.什么是演讲。

2.有效演讲。

3.演讲技巧。

4.演讲设计。

5.演讲实训。

1.教学方法要求：老师讲

解为主，启发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知识性与

趣味性相结合。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50分）=学习进度分

（15.0分）+学习行为分

（35.0 分）。章测试成

绩（10分）。期末考试

得分（40分）=线上期末

考试实际得分/期末考试

总分* 40%。

创业管理-易学实

用的创业真知

1.素质目标：解决大学生对创业的困惑

并澄清误解，提升以创业促就业的职业

发展能力。

2.知识目标：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创业

活动的过程及基本规律。

3.能力目标：提高大学生运用创业管理

基本理论解决创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悟创业管理的精髓。

2.成为创业者。

3.创建优秀创业团队。

4.把握创业机会。

5.创造有效商业模式。

6.商业计划书。

7.生存式创业营销。

8.实用的创业融资。

9.创业成败管理。

10.商业计划书答辩与点评。

1.教学方法要求：案例教

学法，让学生有身临其

境之感，理论结合实践。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40分）=学习进度分

（30.0分）+学习行为分

（10分）。章测试成绩

（20分）。期末考试得

分（40分）=线上期末考

试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

分* 40%。

成功求职六步走

1.素质目标：避免求职过程中的迷茫。

2.知识目标：帮助学生了解企业、公司

如何面试，发掘更深层次的求职领域。

3.能力目标：丰富大学生的求职经验，

培养学生的求职能力。

4.思政育人目标：树立正确的求职观，

掌握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

1.知己知彼。

2.明确目标。

3.完美简历。

4.修炼礼仪。

5.模拟演练。

6.求职行动。

7.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

1.教学方法要求：网络学

习课程，学生通过线上

自学完成课程学习。

2.考核评价要求：平时成

绩（50分）=学习进度分

（15 分）+学习行为分

（35分）。章测试成绩

（10分）。期末考试得

分（40分）=线上期末考

试实际得分/期末考试总

分* 40%。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进程安排

教学进程安排见表 9。

（二）教学计划与进程总体安排

教学计划与进程总体安排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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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教学进程安排表

学年 学期

教 学 进 程 周 次
课堂

教学

（周）

开学

准备

（周）

实践教学（周）
机动

（周）
考试
（周）

学期教
学周数
合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军训
岗前
训练

社会
实践

跟岗 顶岗
毕业
设计

第一学年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13 1 3 2 1 1 20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2 1 1 20

第二学年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2 1 1 20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2 1 1 20

第三学年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4 1 4 2 4 4 1 1 20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20 1 0 20

总 计 61 4 3 4 10 0 24 4 6 5 120

1.每学期 20 周，三年 6学期总周数共 120 周。课堂教学含一体化课、校内实训课。
2.专业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总学时数比例控制为 1:1 左右。顶岗实习一般为 6 个月。
3.#军训 ※课堂教学 ⊙考试 ▲跟岗实习 ◇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 ◎社会实践 ◆岗前训练 ☆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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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课程计划与进度安排表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代码

课程

学分

课程学时 年级/学期/教学周数/周课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

课

时

其中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1 2 3 4 5 6

20 20 20 20 20 20

公共基础课

程
必修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11233 3 54 26 28
2*13

（4）
（8） （8） （8） 考试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011237 4 72 32 40 2*16 （20） （20） 考试

3 形势与政策

1011141
1011142
1011143
1011144

1 18 18 0 （6） （4） （4） （4） 考查

4 入学教育

1011145
1011146
1011147
1011148

1 18 18 0 （6） （4） （4） （4） 考查

5 劳动实践与 6S
1011240
1011241 3.5 64 30 34 2*13 2*15 4*15 4*15 考查

6 军事理论与技能 1011244 4 148 36 112 3 周 4*16 4*16 考查

7 体育
1011245
1011246 6 108 20 88

2*10

（12）

2*13

（14）
（18） （18） 考查

8 大学生心理健康

1011149
1011150
1011151
1011152

2 36 36 0 （10） （10） （8） （8） 考查

9 计算机信息技术
1011153
1011154 1.5 28 28 0 2*6 2*8 考查

10 实用英语
1011155
1011156 1.5 28 28 0 2*6 2*8 考试

11 应用数学
1011157
1011158 1.5 28 28 0 2*6 2*8 考试

12 创新创业教育 1011249 2 36 8 28
2*4

（12）
（1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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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011251
1011252 2 36 8 28

2*2

（12）

2*2

（16）
考查

小计 33 674 316 358

公共选修课

程
选修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012101 1 16 16 0 （16） 考查 限定选修

2 艾滋病、性与健康 1012102 1 16 16 0 （16） 考查 限定选修

3 中国传统文化 1012103 1 16 16 0 （16） 考查 限定选修

4 艺术中国 1012104 1 16 16 0 （16） 考查 限定选修

5 领导力与团队建设 1012106 1 16 16 0 （16） 考查 限定选修

6 普通话测试 1012107 1 16 16 0 （8） （8） 考查 限定选修

7 影视动画音乐 1012108 2 32 16 0 （32） 考查

8 音乐鉴赏 1012109 2 32 16 0 （32） 考查

9 数学建模 1012110 1 16 16 0 （16） 考查

10 英语口语与翻译 1012111 1 16 16 0 （16） 考查

11 艺术与审美 1012112 1 16 16 0 （16） 考查

12 应用文写作 1012113 1.5 26 14 12 2*13 考查

13 大学生健康教育 1012114 1 16 16 0 （16） 考查

14 人工智能导论 1012115 1 16 16 0 （16） 考查

15 书法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1012116 1 16 16 0 （16） 考查

16 英语演讲 1012117 1 16 16 0 （16） 考查

17
创业管理-易学实用的创业

真知
1012118 1 16 16 0 （16） 考查

18 成功求职 6步走 1012119 1 16 16 0 （16） 考查

小计 8 144 144 0

总计 41 818 460 358

模块周课时统计 9 9 2

1 √专业认知 1056202 1 12 10 2 2*6 考查 4-9 周开展

2 √电工与电子技术 1096203 2 40 37 3 4*1
（3*12） 考试 专业群共享课



31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3 √机械设计基础 1096204 2 40 37 3 4*1
（3*12） 考试 专业群共享课

4 √机械制图 1096205 2 40 37 3 4*1
（3*12） 考试 专业群共享课

5 √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导论 1096206 1 14 10 4 2*7 考查
专业群共享课，10-16

周开展

6 √公差配合及零件检测 1056203 3 48 24 24 4*12 考试

小计 11 194 155 39

专业

核心

课程

1 √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 1055209 4 64 26 38 16*4 考试

2 √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 1055210 4 64 40 24 16*4 考试

3 √计算机辅助制造 1055211 4 64 40 24 16*4 考试

4 √机械制造工艺 1055212 3 48 44 4 4*12 考试

5 √Pro/E 工程机械产品设计 1055213 4 64 40 24 16*4 考试

6 √多轴加工技术 1055214 4 64 40 24 16*4 考试

小计 23 368 230 138

专业

拓展

课程

1 √工程机械 CAD 1058204 3 48 24 24 12*4 考试

2 √3D 打印技术 1058205 3 48 24 24 8*6 考查

3 √数控机床维护与保养 1058206 3 48 24 24 8*6 考查

4 √MasterCAM 1058207 3 48 24 24 16*3 考查

5 岗前技能强化训练 1058301 4 64 0 64 16*4 考查 技能抽考

6 √技能考证强化训练 1058208 7 112 56 56 16*3 16*4 考查 1+X 考证

7 √毕业设计
1058209
1058210

4 64 10 54 16*4 考试

8 顶岗实习
1058303
1058304

24 576 0 576 24*4 24*20 考查

9 ●社会实践 1058305 10 2周 2周 2周 2周 2周 考查

小计 61 1008 162 846

专业

（群）

选修

课程

1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 1054225 2 32 28 4 2*16 考查

2 √工程机械液压与气动 1054226 2 32 28 4 2*16 考查

3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1054227 2 32 28 4 2*1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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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理论教学和以讲座形式开展的课程按 18课时计 1学分，整周安排的理实一体和实践教学按每周计 1学分。各课程以 0.5 学分为最小单位。

2.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总门数中，要有不少于 80%的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这部分课程名称前打√标注。

3.标注●为社会实践课程。不计总课时，计总学分。

4.选修课程原则上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备注了“限定选修”的课程，必须选修。其它选修课程，可由“课程超市平台”中的课程代替。各模块规定的选修学分修满后多余部分

计入学分银行。

5.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教育课程要在上表“考核方式”栏标注考查或考试。每个学期各专业至少要有两门以上课程的考核时间安排在考试周。考查的课程可由各二级院部自行安排

考核时间。

4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 1054228 2 32 28 4 2*16 考查

小计 8 128 112 16

复习考试 1周 1周 1周 1周

机动 1周 1周 1周 1周 1周 1周

专业总课时、学分统计 144 2634 1087 1547

学期周课时统计（非实践周） 20 20 26 28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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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课程课时、学分总体安排

表 11 教学总学时分配表

序

号
课程类型

课程

门数

教学课时 总学时

占比

实践学时

占比总学分 理论课 实践课 总学时

1 公共基础必修课 13 33 316 358 674 25.59% 13.59%

2
专业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6 11 155 39 194 7.36% 1.48%

3 专业核心课 6 23 230 138 368 13.97% 5.24%

4 专业拓展课 9 59 162 846 1008 42.75% 37.81%

5 公共选修课 18 8 144 0 144 5.47% 0.00%

6 专业（群）选修课 4 8 112 16 128 4.86% 0.61%

总 计 56 135 1087 1547 2634 100.00% 58.73%

表 12 集中实践(综合实训)教学计划安排表

序

号
主要实践环节 学时

各学期安排（周数）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军训 148 3

2 入学、安全、劳动教育 82 1 1 1 1

3 岗前技能强化训练 88 1 4

4 毕业设计 60 4

5 顶岗实习 562 4 20

合 计 940 5 1 1 1 16 20

总 计 44

（四）学分转换设置

根据“九链对接”之“研发创新链对接科研双创体系”，通过“课程超市”、学

分置换项目等，建立人才培养多样发展路径，实现“一人一培养方案，一人一成长路径”

的定制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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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学分转换设置表

本专业学分类别 可用于转换的学分上限

总学分（144） /

人才培养方案

学分

不能转换的学分

(59)

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学分（33）

85专业核心课程学分（23）

毕业设计学分（3）

课程超市

学分

常规课程 18

创新创业活动 20

通用能力竞赛活动 20

技术服务 16

其他成果学分

其他证书 10

实践活动学分 10

学术论文发表 15

竞赛获奖 15

发明创造 20

科技成果 20

学分类别 项目 可置换的专业课程名称 学分上限

X证书及职业资

格证书学分

车工

中级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 2

高级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智能制造

技术与应用
4

铣工

中级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 2

高级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智能制造

技术与应用
4

多轴数控加工

初级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 2

中级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智能制造技

术与应用
4

数控车铣加工

初级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 2

中级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工程机械液

压与气动
4

技能竞赛

国家级（大学生

学科竞赛、职业

技能大赛、创业

大赛等）

一等奖
工程机械 CAD、3D 打印技术、数控

机床维护与保养
9

二等奖
MasterCAM、工程机械 CAD、工程机

械液压与气动
8

三等奖
数控机床维护与保养、智能制造技

术与应用、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
7

省级（湖南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国智能制

造挑战赛等）

一等奖
3D打印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与应

用、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
7

二等奖
工程机械 CAD、数控机床维护与保

养
6

三等奖 MasterCAM、工程机械液压与气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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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黄炎培”

职业教育创业

规划大赛、长沙

市职业技能竞

赛等）

一等奖 3D 打印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 5

二等奖
工程机械创新课程设计、智能制造

技术与应用
4

三等奖 3D 打印技术 3

备注：

1.“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体育、军事课和心理健康教育。

2.“常规课程”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之外的，一般具有授课计划、授课教材与教案、考核成绩的第二课堂课程、校际

交流课程和网络精品课程。

3.“创新创业活动”包括参加学院组织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参加经学院认可的各级各

类型创新科技活动与专业竞赛；参与学院教师的科研课题，或自发开展创新设计实验；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型创新

创业专题讲座，或其他获学院认可的校外专题讲座；成立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经学院认定通过的其他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

4.“通用能力竞赛活动”包括数学建模、英语口语与翻译、英语演讲、中文写作、体育等培养学生有“人文之素养”

通用能力的竞赛活动。

5.“证书资质”包括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英语等级证书、第二技能资格证书，以及其他与专业

相关的考试证书或职业技能合格证书。

6.“发明创造”包括取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专利转让。

7.“科技成果”包括在国家、省、市级科技活动或科学研究中获奖；通过科研项目鉴定；取得技术转让、开发推广

等成果。

8.“课程超市”中的课程，要有专任教师提出申请，经课程管理委员会认定后，学习该课程合格后获得的学分才能

存入“学分银行”，用于学分转换。成果学分则可依据证书等成果证明材料，直接转换成学分，存入“学分银行”。

9．X 或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竞赛学分可转化指定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根据“九链对接”之“讲师链对接双师队伍”，从队伍结构、专任教师、专业带头

人、兼职教师/企业导师等维度进行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1. 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2: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不低于

70%，专任教师队伍考虑职称、学历、年龄等，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表 14 专业教学团队配置与要求

师生比 >1:22

专兼职比 >1:0.5

双师比 >0.7:1

年龄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50-60岁（%）

15% 55% 20% 10%

学历学位
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以上（%）

25% 60% 10% 5%

职称
见习（%）

助教（同等职

称）（%）

讲师（同等职

称）（%）

副教授（同等

职称）（%）

教授（同等职

称）（%）

5% 15% 50% 20% 10%

2. 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具有机械、数控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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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每年

累计不少于 2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

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

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

4. 兼职教师/企业导师

主要从相关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承担专业课

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实训室和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配备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

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表 15 教学场地、设施配置及功能

序号 教学场地 设施配置 功能

1 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设备、投影仪等教学设备、桌椅板凳 60 套/间 理论教学

2 CAD 机房 电脑 50 台，AUTOCAD 软件、投影仪等
机械制图 CAD 设计和一体化

教学

2. 校内实训基本要求

表 16 实习实训基地（室）配置与要求

序号
实验实训

基地（室）名称

功能

（实训实习项目）

面积、设备名称及台套数

要求

容量（一次性容纳

人数）

1 数控车实训场

1.简单台阶轴加工

2.仿形加工

3.螺纹加工

4.内孔加工

5.综合零件加工

实训场面积 750m2

数控车床 30 台
120

2 数控铣实训场

1.六面体铣削

2.凸台铣削

3.键槽铣削

4.孔加工

5.配合件加工

实训场面积 300m
2

数控铣床 10 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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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车实训场

1.简单台阶轴加工

2.圆锥零件加工

3.螺纹加工

4.内孔加工

5.综合零件加工

实训场面积 360m2

普通车床 14 台
56

4 普铣实训场

1.六面体铣削

2.凸台铣削

3.键槽铣削

4.孔加工

实训场面积 270m2

普通铣床 8台
40

5 镗、钻床实训场

1.镗削平面

2.镗削直孔

3.镗削台阶孔

4.倒角

实训场面积 280m
2

M7120 磨床实训台 2台

Z3050 钻床实训台 2台

X62W 铣床实训台 2台

T68 镗床实训台 3台

36

6 3D 打印实验室

1.3D 打印模型设计

2.数据检测与处理

3.作品扫描

4.作品上色等后续处理

5.模型打印

实验室面积 50m2

3D 打印机 13台

三维扫描仪 1台

30

7 数控仿真实训室

1.数控车削编程与仿真加工

2.数控铣削编程与仿真加工

3.CAD 平面图形绘制

4.Pro/E 工业造型设计

5.UG 建模与自动编程

6.MasterCAM 建模与编程

7.宇龙数控仿真

实训室面积 120m2

计算机 50 套
50

8 刀具刃磨实训场
1.车刀刃磨

2.钻头刃磨

实训室面积 30m
2

砂轮机 8台
20

9 钳工实训场

1.锯削

2.锉削

3.螺纹拆装

4.孔加工

5.划线

实训室面积 500m2

钳工位 100 个
100

10 三坐标室检测实训室

1.三坐标测量孔、轴件的尺

寸

2.三坐标测量平面度

3.三坐标测量轴键槽对称度

实训室面积 30m2

三坐标测量机 1台
20

11 电工电子实训室

1.电工基础电路验证

2.基本电子线路安装调试

3.电动机基本电路安装

实训室面积 120m2

电工电子实训台 15 套
60

12 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1.液压、元器件拆装

2.气动理论与原件认知

3.液压与气动回路分析

4.液压、气动回路装调

实训室面积 120m2

液压实训台 4台

气动实训台 3台

20

13 多轴加工实训场

1.凸台四轴铣削

2.曲面加工

3.键槽铣削

4.孔加工

5.圆角加工

实训场面积 100m
2

四轴加工中心 2台
20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本专业目前已与三一重工、江西兆驰光电有限公司、昆山胜代机械等企业建立集教

学、生产、培训和技术服务多种功能的实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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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专业综合能力与岗位能力培养课程的实

http://www.baidu.com/link?url=HA6cgghJdBfoxOINQxtXIRhBkScmCMLduVS3W5Yb_BCvvJ4k6O4K9RcloSKG7gOEcZmJwKHHvCH-qwdL2C_GmcWd0B8i11NStIfJMHgCUO-sYNF52IYaJAnZtF1vmZbWfSYL2oaAQD1otvDF_nUCmMh92m3kxgUhVkW9enAori3PJ2fMZxMhSF4S6Z1w_ZiGvWSavKfgEpeBTOd1cFM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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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教学要求。

表 17 校外实践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企业名称
企业

类型

容纳

人数
建立日期

1 泵送产品零件加工实训基地 三一泵送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100 2018.9

2 港机产品零件加工实训基地 三一港机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50 2018.9

3 三一重起制造实训基地 三一重起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50 2020.5

4 江西省兆驰实训基地 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民企 50 2020.6

5 昆山胜代制造实训基地 昆山胜代机械有限公司 合资 50 2020.7

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要求如下：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数控车工铣工、

生产管理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数控技术专业（产业）发展的生产业务；可接纳

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

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4. 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数控技术专业有立体化教材、教学课件、实训任务书、实训指导书、实习任务书、

实习指导书、授课录像、参考文献目录、常用网站链接、习题库、网上测试及网上辅导、

学生实训视频、教学环境条件图片等；有关于数控车削、数控铣削、Pro/E 资源介绍、

加工案例等相关的音像资料；有省级、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教学资源库，课程教学网

络管理平台等。

（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需要的教材、图书

及数字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

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

材。数控技术专业课程选用符合高职办学层次、培养目标以及我院学生实际情况的教材，

原则上选用高职高专近三年出版的教材，优先选用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

优秀教材、“十三五”规划教材、获得国家与省（部）奖的高职教材等，选用教材的版

本和内容均考虑到近年教材的变动与更新，有效保证了学生能汲取到有用、新鲜和实用

http://www.baidu.com/link?url=HA6cgghJdBfoxOINQxtXIRhBkScmCMLduVS3W5Yb_BCvvJ4k6O4K9RcloSKG7gOEcZmJwKHHvCH-qwdL2C_GmcWd0B8i11NStIfJMHgCUO-sYNF52IYaJAnZtF1vmZbWfSYL2oaAQD1otvDF_nUCmMh92m3kxgUhVkW9enAori3PJ2fMZxMhSF4S6Z1w_ZiGvWSavKfgEpeBTOd1cFM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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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可选用教师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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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生均图书大于 60 册/人，专业相关图书达到 500 册以上，专业类图书文献包括：

数控技术专业的纸质和电子图书、期刊，包括车工、铣工职业资格证考试相关参考和培

训书，机械设计与制造方面的相关书籍等。

3.数字资源配备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数控技术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表 18 数字资源配备情况

音视频素材(G) 教学课件(个)
数字化教学案

例（个）
虚拟仿真软
件（个）

在线课程
（门）

100 57 50 8 10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提出实施教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指导建议，指导教师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

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任务引导、项目驱动、翻转课堂

等教学方法，以达成素质、知识、技能、思政等四维教学目标。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鼓励创新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策略，采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

翻转课堂等信息化教学方法，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五）教学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内容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体现评价标准、评价主

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如实训、双创活动、毕业设计、顶岗操作、职业技

能大赛、X证书、职业资格鉴定等评价、评定方式。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

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六）质量管理

根据“九链对接”之“质量管控链对接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

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

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合理

运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监控方法，协同专业人才培养的企业、用人单位、学生管理等

相关部门，共同实施人才培养的质量监控，并按照制定目标、计划保障、方案实施、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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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新研究、持续改进几个环节建立有效且可持续的诊改运行机制，通过过程监控、

质量评价和改进纠偏，对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多元全方位、全过程、全环节的质量监

控，加强了教学质量管理，切实保障和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达成人才培

养规格。本专业诊断与改进 8字螺旋图如下图所示。

图 7 数控技术专业质量监控图

九、毕业要求

按照此培养方案，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内容学习，且成绩合格；根据学院《学

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达到应修总学分。原则上需参加技能抽考并合格，另取得至

少一项及以上相关技能证书，方准予毕业。具体要求如下：

1.修满 144 学分/2634 学时。

2.建议取得数控车工（四级）技能等级证、数控铣工（四级）技能等级证、数控车

铣加工职业技能级证（中级）、多轴数控加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中级）等其中一项资格

证书。

十、附录

（一）专业建设质量监控点

（二）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

（三）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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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建设质量监控点

表 19 专业建设质量监控点

监控维度 监控点 监控标准

1.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与创新

（1）专业调研报告 ≥良好

（2）专业建设规划 ≥良好

（3）专业建设标准 ≥良好

（4）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报告 ≥良好

（5）专业校企合作定向培养 ≥良好

2.专业课程建设

（6）课程建设规划 ≥良好

（7）课程标准制定（含专业教学标准，专业技能考核

标准及题库、毕业设计标准）
≥良好

（8）课程项目化改革 ≥良好

（9）课程外版教材编写 ≥2

3.专业师资队伍

（10）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良好

（11）中青年骨干教师（名） ≥3

（12）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名） ≥3

（13）“双师型”教师比例 ≥70%

（14）教师培养培训达标率 100%

（15）硕博学位教师人数 ≥5

4.专业教学资源

（16）校内实训室建设规划 ≥良好

（17）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良好

（18）选用规划教材占比 ≥70%

（19）专业网络平台建设 ≥良好

（20）在线课程资源数量 ≥7

（21）专业图书资料（册） ≥500

（22）年度生均经费投入（元） ≥5000

5.人才培养质量与

社会评价

（23）学生满意度 80%

（24）毕业生专升本升学率 20%

（25）专业技能抽查通过率 100%

（26）毕业设计合格率 100%

（27）双证书率 ≥85%

（28）毕业生就业率 ≥85%
（29）用人单位满意度 ≥90%

（30）招生计划（人） ≥150

6.科研与社会服务

（31）论文发表 ≥15篇

（32）专利、软著申请 ≥3项

（33）课题立项 ≥2项

（34）技能竞赛 ≥5项

（35）承接企业横向课题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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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维度 监控点 监控标准

7.国内外教学交流

合作

（36）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计划 ≥良好

（37）制定国际教学课程资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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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意见

论证专业名称： 数控技术 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参

加

人

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部门） 参与论证人员类别 签名

邓秋香 副教授/副校长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科研人员

徐作栋 副教授/院长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科研人员

陈添明 高级工程师/院长 三一应急装备研究院 行业企业专家

张秀玲 教授/专任教师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线教师

宁艳梅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线教师

赵小燕 工程师/技术带头人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企业专家

谭霖 工程师/培训主管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科研人员

匡益明 副教授/专任教师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线教师

段继承 副教授/专任教师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一线教师

何大清 高级工程师/正式员工 正泰集团 行业企业专家

李海林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教科研人员

郭亮 工程师/教研室主任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线教师

王逢宵 大专/研发人员 蓝桥管理公司 19 届毕业生

隆波浪 大专/研发人员 蓝桥管理公司 20 届毕业生

邓志文 大专/学生 数控技术 在校生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制

订

总

结

主要内容：

1.总体概况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前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调研对象包括行业企业调研、院校调研、

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

（1）行业企业调研

未来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预计到 2024 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将超过

5700 亿元。同时，当前数控机床行业用户需求结构出现高端化发展态势，多个行业都将进行大

范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造，对于高质量、高技术水平机床产品需求迫切，总体上来

说，中高档数控机床市场需求上升较快，用户需要更多高速、高精度、复合、柔性、多轴联动、

智能、高刚度、大功率的数控机床。对数控技术人才的需求是由制造业发展大环境决定的，我

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发展对数控技术的人才有极大需

求。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中国制造业开始广泛使用先进的数控技术。同时，劳动力市场出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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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制

订

总

结

端数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严重短缺，媒体不断呼吁“高薪难聘高素质的数控技工”。高端数控

人才的严重短缺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数控技术的主要工作领域中，企业调研对象选择时兼顾考虑了不同地域、不同规模、技

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重点调查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小型企业及科技创新型企业。包括湖

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长沙）、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宁乡）、蓝思科技（长沙）、

长沙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博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长沙）、江西省兆驰光电

有限公司（江西）、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浙江中达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浙江）、

昆山胜代机械有限公司（昆山）、三一港口机械有限公司（珠海）等 10 家相关企业。通过向企

业发放调研问卷的方式，了解了企业的人才岗位需求，素质、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要求，

以及目前企业招聘的学历分布。

（2）同类院校调研

职业院校调研对象选择上应首先考虑国内或者省内标杆院校，同时学校所开设数控技术专

业为重点专业或特色专业。依据这一原则确定了 8 所职业院校，省内职业院校 4 所，分别为：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省外职业院校 4 所，分别为：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内容包括：课程设置情况、校企合作情况、专业教

师团队、实习实训条件等。从调研结果看，8 所院校的专业建设、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教学

实施、教学管理、教学评价、质量保障、师资队伍、实习实训条件、配套资源等方面均走在职

业院校前列，近 3 年的招生就业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关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及使用是本次

调研的重点，5 所院校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前均仔细研读了教育部 2019 年出台的《关于职业院

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完整性和规范性

均较好，同时体现出了专业特色。

2.课程体系

按照本次制定和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达到应修

总学分最低 144 学分。各类课程课时、学分总体安排如下表 1。

表 1 教学总学时分配表

序

号
课程类型

课程

门数

教学课时 总学时

占比

实践学时

占比总学分 理论课 实践课 总学时

1 公共基础必修课 13 33 316 358 674 25.59% 13.59%

2
专业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6 11 155 39 194 7.37% 1.48%

3 专业核心课 6 23 230 138 368 13.97% 5.24%

4 专业拓展课 10 61 130 996 1126 42.75% 37.81%

5 公共选修课 18 8 144 0 144 5.47% 0.00%

6 专业（群）选修课 4 8 112 16 128 4.86% 0.61%

总 计 57 144 1087 1547 2634 100.00% 58.73%

3.培养目标

（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制订依据

确定专业培养目标时，既不是仅仅依据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是简单照抄照搬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设定的培养目标，而是依据的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基础课程标准、专业教学

标准和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办学层次和办学定位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结合学校办学实际，进一步细化、明确学

生毕业要求。严把毕业出口关，确保学生毕业时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和教学环节，结合专业实

http://www.baidu.com/link?url=KMKv_-WvPSYPCDqUQPyow6xl2yZBmfXQnC744xnt6i-ktYBETIhCSyS7w8v-ycUC
http://www.baidu.com/link?url=KMKv_-WvPSYPCDqUQPyow6xl2yZBmfXQnC744xnt6i-ktYBETIhCSyS7w8v-ycUC
http://www.baidu.com/link?url=HA6cgghJdBfoxOINQxtXIRhBkScmCMLduVS3W5Yb_BCvvJ4k6O4K9RcloSKG7gOEcZmJwKHHvCH-qwdL2C_GmcWd0B8i11NStIfJMHgCUO-sYNF52IYaJAnZtF1vmZbWfSYL2oaAQD1otvDF_nUCmMh92m3kxgUhVkW9enAori3PJ2fMZxMhSF4S6Z1w_ZiGvWSavKfgEpeBTOd1cFMmTa
http://www.baidu.com/link?url=HA6cgghJdBfoxOINQxtXIRhBkScmCMLduVS3W5Yb_BCvvJ4k6O4K9RcloSKG7gOEcZmJwKHHvCH-qwdL2C_GmcWd0B8i11NStIfJMHgCUO-sYNF52IYaJAnZtF1vmZbWfSYL2oaAQD1otvDF_nUCmMh92m3kxgUhVkW9enAori3PJ2fMZxMhSF4S6Z1w_ZiGvWSavKfgEpeBTOd1cFMmTa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S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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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毕业考试（考核），保证毕业要求的达成度，坚决杜绝“清考”行为。此外，为了充分

发挥学生的才智和潜力，建立人才培养多样发展路径，设置了课程超市、学分置换项目，鼓励

学生通过双创竞赛、技能考证等方式置换学分，实现“一人一培养方案，一人一成长路径”的

定制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2）知识结构、课程体系及教学活动

按照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确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并提出了与人才培养规格相对应的综合

素质要求，以及行业通用、职业特定、跨行业等各项职业能力。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公共选修课、专业（群）选修课四种类

型，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要求一致，适应了企业对数控技术岗位能力要求。教学活动

和实训项目体现数控技术岗位技能培养的要求，与人才培养目标一致，符合行业发展趋势所需

的新知识与能力要求。

4.实践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实践教学体系由大量真实项目组成，在实践教学体系中，所有训练项目均对接企业实际项

目进行，并遵循从单元项目实训至综合项目实训，最后完成毕业设计对所学全部知识与技能进

行总结来达到实践知识的掌握和能力提升。通过改革实践教学，同时保证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生

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践，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论

证

意

见

具体的改进意见及建议：

1.职业面向表中的主要岗位群和技术领域都要进行举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举例要标明区

分人社部和 X 证书。

2.培养规格中的“素质”建议增加思政要求相关的内容，“能力”要与技能考核标准匹配

70%以上，“职业能力”较少，建议至少列出 10 条。

3.培养目标要尽量细化到每门课程中，力求做到教育教学环节中都能体现培养目标。

4.专业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要融入“1+X”证书相关课程。

5.课程描述中要统一格式，统一标号，专业群共享课应与其他专业描述基本一致。

6.课程描述中的素质能力目标完善，将职业精神教育贯穿专业教学始终，特别是在项目化

的实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精益求精等良好职业道德，形成较强的综

合职业能力。

7.教学进程表中，专业群共享课程专业基础课程：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机械

制图 3 门课程的教学进程建议修改为：4*1（3*12）。

8.表 9 与表 10 的实践周次、考试周次、机动周次要一致。

9.表 14 中的师生比建议从 1:25 修改为 1:22，双师占比调整为 70%。

10.表 15 中建议只保留多媒体教室和 CAD 机房，其余可以删除。

11.表 16 中实习实训基地配置要求要对接本专业国家实验实训标准。

12.表 18 中建议删除数字教材这一列。

13.培养目标结合学校体现专业特色，比如研发外包方面。

14.教材选用的基本要求中优质教材类型要详细、具体。

15.图 7 的专业诊断与改进图要结合本专业的现状进行完善，比如建设标准。

16.表 19 中专业建设质量监控点、监控维度、监控标准要与专业建设方案中数据一致。

论证会组长（签字）：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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