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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 2016-2017 年度职业

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备选项目的通知》（桂教办〔2015〕

493 号）、《关于下达 2016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央专项资金的

通知》（桂财教[2016]10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中央专项资金的通知》（梧财教[2016]85 号）和《关于报送 2016

年度第四批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建设方案和任务书

的通知》桂教办[2016]635 号）的有关规定，梧州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承担了 2016 年度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建

设。

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项目建设经费支持额度 1000 万元，由自治区

财政 2016 年度第四批职业教育“特色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工程建设

项目资金经费支持。专项经费中用于示范特色专业建设及专业群（软

件部分）建设投资 150.00 万元，用于专业及实训基地教学仪器、实训

设备等条件（硬件部分）建设投资 850.00 万元。

一、项目完成情况及总体质量

（一）专业（群）建设完成情况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广西梧州市机械职业教育集团和专

业建设委员会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调研，与企业技术人员一起共同研

讨，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以典型生产项目及其

工作任务为载体，实施与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总体要求，探索联合培养、订单培养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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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可供借鉴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

每年都根据人才需求的变化调整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使“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方案日趋成熟。2017 年，在专业建设委员会的共同努

力下，确定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方案，为专业建设

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确立了提供了参考。

（2）依托校企合作和实践专家创新“宽基础多线并行活模块”课

程体系。为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多次组织一直工作

在生产第一线的实践专家进行研讨，寻找机电类专业实践专家在职业

成长过程中的典型工作任务，按照“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相一致”的

要求，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强调“企业需求和学生需求并

重”，构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宽基础多线并行活模块”工学结合课程

体系。完成的课程体系，包含：

1）一个独立的公共基础平台。包括两课、高职英语、计算机文化

基础、体育与健康、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

2）二个并行的技术基础模块。即机械制造基础和电气控制基础。

包括金工实训、机械制图与测绘、机械制造基础，及电工电子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等课程。

3）三线并行专业核心能力活模块：即机械零件设计加工模块、数

控机床安装调试模块、自动化生产线安装维护模块。包括机械装置与

零件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分析与实践，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数控机

床操作及维护、机床数控系统检修与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5

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等专业核心课程。其中，机械零件设计加工模

块是必修的专业核心能力模块；数控机床安装调试和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维护两个模块是二选一的专业核心模块。

2.师资队伍建设

（1）骨干教师培养。依托梧州市机械职业教育集团，紧密结合专

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坚持培养与引进并举、专兼并重的方针，落实师

资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内培、外引与外聘相结合，通过实施双师素质

继续教育工程及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以行业专家为核心，打

造了一支结构合理、技术精湛高水平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先后

派出卢蔚红等 4名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提高了专业教师的工程实践、

技术应用与技术研发能力，专业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的比例 90%

以上。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梧州市鸿图精密

压铸有限公司、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梧州市恒声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梧州市运龙港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聘任了 5名

兼职教师，形成专兼职结合的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

（2）建设成效。通过项目建设，培养机电专业的师资队伍，三年

来，获得提升副教授 1人（黎玲），高级讲师 1人（叶继新），培养硕

士研究生 4人（梁耀光、韦霞、李超宇、韦敏玉）；主持了省级以上科

研课题 11 项、发表论文 28 篇，出版教材 3本，获国家专利授权 4项。

机电系教师参加技能大赛有所突破：杨辉老师参加广西数控技能

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比赛，获教师组获第三名，授予“广西

技术能手”称号；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各获二等奖 2项、获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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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5项。

3.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

（1）建设功能完善的实训室，技术能手的竞技场。实训基地建成，

既是机电工程系机电类专业群的实训场所，也是机电行业技术能手的

竞技场，具备承办大型比赛能力。如机电工程系 2018 年 7 月承办了第

六届广西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电梯安装维修工、

维修钳工、焊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可编程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PLC

应用技术）六个项赛的决赛，得到区总工会及人社厅的一致好评，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每年还承接梧州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农民工技

能大赛和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等赛事，得到梧州市社会各界好评。

（2）企业服务领域拓宽、服务能力提升。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

学团队充分利用梧州机械职业教育集团的纽带作用，依托“协同创新

工作室”及机电创新中心，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粤桂合作经济试验区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

本行业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例如，为梧州市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梧州市鸿图精密压铸有限公司解决设备升级改造技术难题 20项，均彰

显本专业教学团队较高的社会服务水平。

为企业进行产业工人培训并组织技能考核和竞赛。学院是桂东地

区的高职院校，为进一步加强服务粤桂合作经济试验区的能力，每年

均为开发区组织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训，例如 2018 年组织了电工、维

修钳工、制冷工 3个种 220 人次培训，并组织了相应的技能考核和竞

赛，按企业要求对参加培训学员评定技能筹级，为企业员工提供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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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技能提升平台。

（3）辐射中职，实现共享。实训基地建成后，为梧州市机电技工

学校、梧州市第二中等职业学校等多所中职学校提供教学实训场所，

实现设备共享，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实训基地在完成我系专业群的实

训基础上，提供给中职教学实训使用每周超过 150 课时。企业精益生

产管理实训室为市机电技工校培训学生近 300 人，在实训中训练 6S

管理，全面培养和训练机电类专业学生基础技能，掌握精益生产管理

的要点和理念，帮助学生认知和体会现代企业精益生产管理的精髓，

为将来更好地走进现代企业打下良好基础。2018 年 7月，梧州市电梯

行业协会44名学员利用实训基础的电梯实训室开展电梯作业人员上岗

证的培训及考核。

（二）实训基地建设完成情况

1.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

实训基地设备已于 2018 年 5 月全部验收完成并投入使用，所有设

备运行使用良好，性能指标满足招标和使用要求，各实训设备均安排

有专人管理，使用记录按学院相关规范执行。

2.设备配置的合理性及购置的经济合理性

设备配置经过深入研讨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依据人才培养方案

的实训要求，提出建设实训室要求。经过专家论证确定实训室设备的

性能要求，最后建成各实训室的主要功能如下：

（1）创新智能制造中心

在现有机加工实训室的基础上，按企业 6S标准的改造数控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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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场所，全面提升基地的企业工作氛围，促进学生职业素养和岗位基

本能力的提升，并以此带动其它实训场所的标准化建设。

（2）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实训室

典型传感器原理应用及自动控制执行机构的教学系统，承担起原

理教学、课程设计、创新应用的教学任务。

（3）3D 打印实训室

将智能生产的先进增材制造技术—3D 打印引进课程引入实训室，

给学生创造一个设计到制造、扫描到实体生成的增材快速制造的学习

实践空间，以及 3D打印后投入金属材料进行生产的数控加工实践，同

时，也是创新基地建设的一个平台，服务于创新设计和制造。

（4）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中心

提高教师机器人系统集成实践和研发能力，培养机电类学生工业

机器人用其系统集成的方法，掌握机器人的操作与应用，实现生产过

程跟踪和质量监控，提高学生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学生制

造过程产品追踪和质量管控意识。

（5）机电创新中心

培养机电类人才创新意识，开展创新设计和制作的研究实践基地，

为教师的创新工作服务，为机电类大学生自主学习与创作的中心，为

学生提供学习机电一体化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建模设计、分析和集成方

法的平台，培养学生“机电液控制一体化”系统集成的能力。

（6）企业精益化生产管理实训室

对典型机电类产品生产工厂系统进行提炼，创新布局设计，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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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益生产元素，营造情境式的实训环境，支持人才职业素质培养，

实现机电类专业专业能力（包括工艺能力、工程能力）和职业能力（生

产组织能力、岗位能力、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可用于各专业学

生开展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精益管理的体验式训练以及机电类专业学生

装配专业技能的训练。

（7）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加强对机电液一体教学的实训建设，满足日常教学以及机电液一

体化人才培养的需要。

（8）电梯工程技术实训中心

在已有电梯实训设备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需要，添置电梯实训

设备。满足电梯安装调试、电梯故障分析和诊断、控制原理、电梯检

测和质量控制等电梯行业的专门知识的教学和实践需求。

3.实训基地管理与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建设成立机械实训基地，配备机械实训基地主任一名，管理员 2

名，各实训室分配负责人，实训基地管理与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训基地管理与技术人员配备情况一览表

建设内容 实训室（中心）构成 对应专业 负责人

机电一体

化实训基

地建设

（实训基

地主任：

杨辉；管

理员：吴

汝兰、梁

坚）

创新智能制造中心 机电、数控专业 陈惠清

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实训室 机电、数控、应电、电梯专业 陈寿汉

3D 打印实训室 机电、数控专业 罗颖飞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中心 机电、数控、应电、电梯专业 罗伟强

机电创新中心 机电、数控、应电、电梯专业 罗伟强

企业精益化生产管理实训室 机电、数控、应电、电梯专业 潘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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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气动实训室 机电、数控、应电、电梯专业 梁荣汉

电梯工程技术实训中心 电梯专业 郑休宁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资金落实情况

《关于下达 2016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央专项资金的通

知》（桂财教[2016]10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中央专项资金的通知》（梧财教[2016]85号）。本项目预算投入1000

万元均由财政专项支持，资金列入学院年度经费预算。其中，实训基

地条件建设投入 850 万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课程改

革 80万、师资队伍建设 40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25

万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5万。

建设期满，资金实际支出 1005.26 万，资金完成率 100.53%。

（二）资金支出情况

1.设置健全的项目管理机构

项目建设经费由学院统筹管理，学院成立项目监督保障领导小组，

对各建设项目的方案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预算，

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截留、不挤占、不挪用。项目建设按规定

实行公开招标，保证按规模、按能效、按进度、按要求顺利建设。。

2.建立并完善了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

根据《关于加强我区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的指导

意见》（桂教规范[2016]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

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桂教职成[2016]6 号）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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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精神，学院为保障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制定了《梧州职业学

院 梧州市职业教育中心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具

体管理制度见表 2所示。

表 2 保障建设项目实施的相关制度一览表

序号 制度名称 执行部门

1 梧州职业学院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党政办

2 梧州职业学院 （梧州市职业教育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务处

3 梧州职业学院 梧州市职业教育中心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 财务处

4 学院物资招标采购管理办法 招标采购小组

严格实施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目标责任制，明确相应项目实施的第一

责任人，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层层落实责任，确保各个项目的

建设能够按照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要求落实到位。

3.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学院根据《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

基地建设方案和任务书》项目资金 1000 万元，建设项目专项资金预算

经学院审批，并纳入学院年度总预算，专款专用。财务处根据学院批

复的专项资金预算及时下达经费，并由项目建设工作小组组织机电一

体化专业群实施，财务处严格按照预算项目开支范围报账，确保项目

预算与执行相符。

专项财政资金 1000 万元，用于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师

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支出。整体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100 %，具体支出情况见表 3所示。

表 3 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一览表

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
预算资金

（万元）

实际使用资

金（万元）

资金使用

率（%）

硬件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 850 839.94 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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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80 82.86 103.58

师资队伍建设 40 51.07 127.68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25 26.40 105.60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5 5 100

合 计 1000 1005.26 100.53

项目资金开支项目异动情况说明：所有项目资金按照国家《货币资

金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办法》以及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进行管

理，实行专款专用，各项经费支出与预算基本吻合，没有较大的开支

调整。

三、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一）管理机构的健全性

为加强对项目建设工作的领导，学院成立了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

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项目监督保障领导小组，学

院领导亲自担任工作领导组组长，加强了建设项目的组织领导，加强

了项目建设过程的统筹、协调。

依托广西梧州机械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

主体，聘请相关行业、企业知名专家，成立项目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共同研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检查建设方案的执行情况，评价建设质

量和效果，对阶段建设目标进行及时审核，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机电工程系成立了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实施工

作小组，加强项目建设的工作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考核评比，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项目的建设任务。自上而下层层把关，强化质

量管理，保证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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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操作性

为了强化建设项目管理，保证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学院制定了《梧

州职业学院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梧职

院发〔2015〕49 号等管理制度，强化项目管理，规范了项目建设的实

施流程；制定了《梧州职业学院（梧州市职教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梧职院发〔2015〕48 号、《学院物资招标采购管理办法》等，严格

执行建设项目预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和资金的安全。

（三）组织实施的情况及项目管理水平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细化建设任务，分级管理，责任到人。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系部建设办组织项目组对建设任务进行梳理，每月

项目组召开例会，协调和推进建设工作，学院定期对项目建设进度和

质量进行监控检查。

四、项目效益

（一）对学校专业建设的作用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了专业与行业企业有机融合，搭建系部校企

合作的平台，形成校企合作的长效运行机制。

带动数控技术、电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等 3 个专业的建设

与发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专业特色，并在校企

合作机制体制实践、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师资队伍建

设、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在同

类院校的专业建设中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机电专业群建设的过程给其它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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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与改革形成了新常态。在此基础上，学校以办学体制机制创新

为突破口，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根据行

业企业人才需求，学院与企业合作开展专业建设和改革，建立专业设

置和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以示范特

色专业为龙头、院级重点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结构。

（二）实训设备利用率

三年来新增实验实训设备固定资产总额由 2015 年 810.73 万元增

加到 2018 年的 1650.67 万元，设备总值大幅增长。机电专业群在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建一个专业，惠及整个专业群”建设理念的带领下，

各专业之间实现教师资源共享、实验实训设备共享、课程资源共享。

实训基地为中职学校教学提供实训支持每周超过 150 课时；企业精益

生产管理实训室为市机电技工校培训学生近 300 人； 2018 年 7月，梧

州市电梯行业协会44名学员利用实训基础的电梯实训室开展电梯作业

人员上岗证的培训及考核。通过共享实训室，提高了办学效益，全面

提升了专业群中高职对接的人才培养质量，为广西机电行业的发展培

养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提

供人力资源保障。

（三）实施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情况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自本项目建设以来，结合省内外技能竞赛的要求，有针对

性地强化专业技能训练，积极开展和参加各类各层次技能大

赛，形成了校赛、区赛、国赛三级竞赛体系；每年学生参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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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技能竞赛 6 项以上，校外技能竞赛 3 项以上，参加比赛的学

生占本专业学生数的 60%以上。在近三年参加技能大赛中，获

广西区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其中现代电气安装与调试首

次获得国赛资格。2016-2019 年学生校外技能获奖情况一览

表，见表 4 所示。

表 4 2016-2019 年学生校外技能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年份 大赛类别 项目
获奖

级别
获奖学生 级别 指导老师

1
2017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现代电气安装

与调试
二等奖 关洪伟、党广志 省级 梁耀光、陈寿汉

2
2017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现代电气安装

与调试
三等奖 莫雨、李建明 省级 梁耀光、陈寿汉

3
2018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数控机床装调

与技术改造
三等奖

陆乙壬、李烨

宇、李昌华

省级
杨辉、陈锦义

4
2019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现代电气安装

与调试
二等奖 唐东海、黄金礼

省级
梁耀光

5
2019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自动化生产线

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黄炎昌、黄凯

省级
陈寿汉、陈锦义

6
2019

年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智能电梯装调

与维护
三等奖 卢家鑫、张志远

省级
罗伟强、郑休宁

2.招生就业创历史新高

机电专业群招生人数逐年大幅上升，在校生人数由 2015 年 186 人

增加到 2018 年 446 人。毕业生双证率、就业率均达到 95%以上，用人

单位满意度 90%以上。

3.师资队伍建设成效

通过培养和外引，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力突出、

专兼结合、相对稳定、双师素质达到 90%以上的教师队伍，成为专业建

设、人才培养和质量提升的重要保证。师资队伍的培养结合专业建设

和个性发展的培养路径，在项目建设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是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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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并采用“以老带新”和“手拉手”方式通过项目建设促进青

年教师的发展。现已基本形成以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为核心的教学

团队，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实践技能强的双师素质教师，切实提

高了教师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取得良好效果，进升副高职称 2 人，完

成硕士研究生学位 4 人，进升高级技师 2 人、进升技师 2人。机电一

体化专业群专任教师如表 5 所示。

表 5 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专业（群）专任教师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专业 学历 职称 职业资格

是否双

师素质

是否

双师

1 罗伟强 男 1974.06 汉族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育 本科 高级讲师 技师 是 否

2 叶继新 男 1968.08 汉族 森工师资 本科 高级讲师 技师 是 否

3 黎玲 女 1982.12 汉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 助理职业指导师 是 是

4 陈寿汉 男 1965.11 汉族 电气技术 本科 高级讲师 技师 是 否

5 蔡旭东 男 1962.06 汉族 工业电气自动化 专科 高级讲师 高级工 是 是

6 郑休宁 男 1973.04 汉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高级工程师 电梯作业资格 是 否

7 林泳 女 1981.10 汉族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是 否

8 卢蔚红 女 1980.01 壮族 机电技术教育 本科 讲师 技师 是 是

9 梁耀光 男 1986.4 汉族 电气工程领域专业 本科 讲师 技师 是 是

10 罗颖飞 女 1985.1 汉族 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 本科 讲师 技师 是 是

11 潘丽飞 女 1987.12 壮族 材料加工工程 硕士研究生 讲师 高级工 是 否

12 魏于评 男 1986.05 汉族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硕士研究生 讲师 高级工 是 否

13 李超宇 男 1982.01 汉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工程师 是 是

14 韦霞 女 1984.11 壮族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讲师 高级工 是 是

15 韦敏玉 女 1981.03 毛南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讲师 高级工 是 是

16 苏天骄 女 1976.09 汉族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本科 工程师 否 否

17 杨辉 男 1979.10 汉族 机电一体化 专科 无
高级技师（广西技术

能手）
是 否

（四）科技创新情况及效果

为了加强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的建设，选拔培养了教学水平较

高、创新能力较强、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 2名专任教师作为专业负责

人，通过企业生产实践、参与企业产品研发、专项培训等途径进行培

养，使专业负责人具备了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较强的专业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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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能力和较强的业务能力，成为专业建设的主要力量。同时，安排

了 4名专任教师到企业参加生产实践，结合教师的专业，到校企合作

企业和校外实训基地，参与企业机电产品研发和制造，全面提升机电

产品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能力，使骨干教师具备了较强的课程开

发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专业技术服务能力，成为专业群建设的核心

力量。近年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项。

积极创造条件安排专任教师外出学习和交流，集中组织四批次教

师到杭州、天津等地培训。提升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水平；积极鼓

励教师参加教改科研工作，通过各种教学交流及竞赛活动，不断提升

教学水平，推动学科和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近三年来教师的主要成果：

各类研究课题立项 11项；发表论文 28篇；合作编写出版教材 3本；

教师参加广西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获信息化教学设计赛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教师参与或指导学生参赛获得各种奖项 82项。专

业群专任教师培养部分成果如表 6、表 7 所示。

表 6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教学团队课题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参与人

项目

主持

人

课题性质
是否结题

（结题时间）

1

高职程序设计课程基于工作过

程的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13JGA468）

卢蔚红、何善能、黄

湘寒、曾祥海、杨煜

舟

唐永

平
教学改革 是(2017.08)

2

结合案例教学提升高职《计算

机数学》课程教学质量的研究

与实践(GXGZJG2016B019)

韦霞、李超宇、韦敏

玉、岑翠兰、李琳、

梁荣智、梁耀光

黎玲 教学改革 2018.12

3
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微信营销

平台研究

彭子真、庞光垚、曾

庆毅、许淮钦、黎玲

唐永

平
教师提升

2018 年 2 月

立项

4
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数控加工中

心上下料技术创新应用研究

罗伟强、蔡旭东、郑

休宁、杨辉、叶继新、

陈锦义、魏于评、罗

梁耀

光
自然科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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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黄珊珊

5

《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信息

平台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KY2016YB899

欧跃发、黎玲、胡晨

曦、黎剑鸣、岑翠兰

李超

宇
自然科学 否

6

广西高等职业教育区域资源共

享型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研究

——以梧州职业学院为例，立

项编号（2017C544）

严 镇 杨 辉 陈

惠清 陈锦义

梁荣

汉
教学改革 否

7

中高职一体化办学模式下评教

指标体系优化与构建的实践与

研究——以梧州职业学院为例

（GXGZJG20158291）

钱昶浩、叶继新、梁

耀光、黎剑鸣、黎玲、

苏俊坚

韦敏

玉
教学改革 否

8

中高职无缝对接教育一体化培

养模式研究

（GX-JK-2011C0227）

钱昶浩、王宇、李少

成、曾祥海、梁耀光、

邱勋拥、韦敏玉、余

标武、覃小丽、陈玲

皮至

明

广西教育

科学
是

9

《基于“微信公众号”背景下

的药剂专业核心课程学医平台

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GXZZJG2016A075

宁华、邓仕年、闭静、

李超宇、梁慧、钟春

燕、陈燕燕、卢金凤、

钟咏

张晓

君
教育改革 是（2018.07）

10

《案例教学法在高职“C 语言

程序设计”课程中的探索与应

用

黎玲、梁荣智、欧跃

发、余英旺、黎晓露
韦霞 教学改革 是（2018.07）

11
《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电子商务网站运营策略研究》

梁荣智、曾庆毅、郭

彦、林培思、雷琼、

李超宇、魏于评、岑

翠兰

韦霞

广西高校

中青年基

础能力提

升项目

否

表 7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教学团队论文发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出版期刊 出版时间 论文作者

1
企业对高职院校程序设计类毕业生

能力要求调研报告
时代教育 2016.09

卢蔚红、曾祥

海、黄湘寒、何

善能

2 风电短期发电功率预测方法探讨 现代商贸工业 2016.10 梁耀光

3
基于翻转课堂提升高职计算机数学

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教育观察 2016.10 黎玲

4
机床数控化改造进给伺服电机的选

择
装备制造技术 2017.03 叶继新 陈炳森

5
《机械设备远程监控与故障诊断技

术分析》
中国设备工程 2017.03 陈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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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浅析高职计算机数学教学中的案例

教学法
教育观察 2017.03 黎玲

7
案例教学法在高职计算机数学教学

中的应用
教育观察 2017.04 黎玲

8
《数控机床操作与维护》课程项目化

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装备制造技术 2017.04 叶继新、陈伟珍

9
案例教学法在C语言程序设计教学中

的效果评价
学园 2017.06

韦霞、黎玲、梁

荣智

10
3D 打印技术在三维建模教学中的实

践探索
学园 2017.06 罗颖飞

11
智能化技术在建筑电气工程中的应

用探讨
红地产 2017.07 梁耀光

12 PVC 制品用碳酸钙粒度的控制 聚氯乙烯 2017.07 郑休宁

1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设计中的节能理

念研究
商品与质量 2017.08 谭蓉凡

14
案例教学法在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
广西教育 2017.08 韦霞

15
高职院校PLC课程一体化教学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好家长 2017.09 梁耀光

16
强混合样本情形含附加信息时总体

分位数的估计
应用数学学报 2017.10

黎玲，李华英，

秦永松

17
案例教学法在<C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课中的应用研究

太原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
2017.10 韦霞

18
中高职一体化办学模式评教体系的

优化与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 2017.12 梁耀光、韦敏玉

19
高职《计算机数学》案例教学中的案

例选取与设计
现代职业教育 2017.12

黎玲，岑翠兰，

李琳

20
机床数控化改造进给伺服电机的选

择
装备制造技术

2017 年第 03

期

叶继新、杨辉、

陈炳森

21 职业教育区域共享合作与发展探讨
《赢未来》教

育研究

2018 年第 16

期
杨辉

22 电子仿真在电工维修中的应用 智富时代 2018.01 梁耀光

23
探讨数据挖掘在高职评教系统中的

应用

电脑知识与技

术

2018 年 2 月

第 14 卷第 06

期

韦敏玉、蒋华

24
相协样本下 Wilcoxon 两样本统计量

的渐近分布

高校应用数学

学报
2018.06

黎玲，赵亚玲，

沈小欣，秦永松

25 电力电子技术在智能电网中的运用 世界家宛 2018.11 陈锦义

26
基于云平台和分布式处理技术的船

舶数据采集系统
舰船科学技术 2019.01 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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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网

站运营模式探析——以“淘宝网”、

“京东网”为例

电子商务 2019.03 韦霞

28 浅析实训基地管理实现信息化 知识-力量 2019.03 卢蔚红

（五）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建设成效

一方面，充分发挥教学团队技术优势，利用梧州机械职业教育集

团平台，主动为行业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以及技术

攻关、自动化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支持，密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

共同解决技术难题 20项。另一方面，发挥教学团队在职工培训方面的

优势，广泛开展面向行业和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提升专业群的区域

辐射能力。为企业培训职工，与中职学校共同讨论制订中职学校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实习实训场所。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校企合作

主要项目及成效见表 8所示。

表 8 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专业群校企合作项目及成效一览表

序

号
服务时间 企业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1 2016年 12月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模具装配车间）

解决钻攻铣床主轴电机

启动运行不稳定的故障

更换主轴电机定子线

圈，和浇注绝缘油漆。

2 2017 年 2 月
广东省深圳市威盛机械制

造厂

5台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电气控制柜改造
改造成变频器控制

3 2017 年 4 月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模具装配车间

解决数控车床液压卡盘

加紧故障

更换液压卡盘与液压

缸之间的拉杆

4 2017 年 5 月
梧州市运龙港船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四工位刀架选

刀不正确的故障

更换刀架电气控制盒

的继电器线圈

5 2017 年 6 月
梧州市浩宇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控制

电柜改造

改造成数字控制的操

作控制电柜

6 2017 年 7 月
广东中山三盛电子科技公

司

电火花成型机高频控制

电柜改造

改造成数字控制的操

作控制电柜

7 2017 年 8 月
梧州市鸿图精密压铸有限

公司

解决 LG MAZAKE 加工中

心电主轴运行报警

更换主轴编码器数据

线

8 2017年 10月 梧州市东恒五金加工厂
调整数控机床工作台移

动精度

更换丝杠轴承及滚珠

丝杠

9 2017年 11月 梧州市岑溪中等职业学校
解决数控车床加工螺纹

报警故障

更换主轴电机旋转编

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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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 年 1 月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解决 GSK 数控系统 I/O

电路板的传输信号故障
更换 ULN 集成模块

11 2018 年 2 月
梧州市藤县金穗表业有限

公司

解决数控钻攻机床显示

屏显示异常
现场维修电源电路

12 2018 年 3 月
梧州市苍梧县职业教育中

等学校
KND 控制系统运行报警

现场重新调整系统参

数及电路维修

13 2018 年 5 月 梧州学院
解决电火花机床位置检

测报警
更换光栅电子尺

14 2018 年 6 月 梧州市何一铝排制造厂
解决无心外圆磨床主轴

变频器故障报警

维修变频器信号控制

板

15 2018 年 8 月
梧州市藤县金穗表业有限

公司

数控电火花机床HL控制

主板故障

维修 HL 控制主板，更

换驱动控制电路的功

放管

16 2018 年 9 月 梧州市藤县金穗表业有
解决 M60 数控系统上电

故障
更换系统开关电源盒

17 2018年 10月
梧州市高新美管业科技有

限公司

解决超雅速成型机运行

故障
更换系统主板TLP模块

18 2018年 11月
梧州市鸿图精密压铸有限

公司

解决加工中心工作台运

行精度调整
更换滚珠丝杠，及轴承

19 2018年 12月
梧州市苍梧县职业教育中

等学校

数控铣床工作台精度调

整

工作台控制精度检测

及螺距补偿

20 2018年 12月
梧州市藤县金穗表业有限

公司

解决数控钻攻机床工作

台伺服电机位置误差报

警

更换伺服电机增量式

编码器

（六）实训基地建设成效

通过项目建设，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实训设备、教学环境条件、

校企合作成效、日常运行管理、培育创新创业人才等方面得到全面提

升。

与精益生产管理企业合作，在原有数控加工实训车间和普机加工

实训车间的基础上，按企业 6S标准的改造成创新智能制造中心和现代

机械实训中心，全面提升基地的企业工作氛围，促进学生职业素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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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基本能力的提升，并以此带动其它实训场所的标准化建设。

校企合作共同研发的企业精益管理及专业技能综合实训平台，对

典型机电类产品生产工厂系统进行提炼，创新布局设计，融入企业精

益生产元素，营造情境式的实训环境，支持人才职业素质培养，实现

机电类专业专业能力（包括工艺能力、工程能力）和职业能力（生产

组织能力、岗位能力、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可用于各专业学生

开展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精益管理的体验式训练以及机电类专业学生装

配技能的训练。从团队合作、质量意识、精益管理、创新能力、职业

素养等多方面培养，从工量具使用、机电拆装基本工艺及技能训练机

电类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将智能生产的先进增材制造技术——3D打印引进课程，引入实训

室，形成一定规模，满足一个教学班的教学需要，给学生创造一个设

计到制造、扫描到实体生成的增材快速制造的学习实践空间，同时，

与建成的机电创新中心成为机电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地，给学生积

极开展机电产品创新设计和制作。

通过建设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实训室，配置典型的工业自动化检测

元件与控制设备，既能满足机电类专业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教学的需

要，又能与机电创新中心一起，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训练的

重要场所。

建设电梯技术实训室，在已有设备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需要，

添置电梯工程技术相关设备，满足电梯安装调试、电梯故障分析和诊

断、控制原理、电梯检测和质量控制等电梯行业的专门知识的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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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需求。通过这样的“筑巢引凤”的建设模式。目前，有世界五百

强企业的电梯企业蒂森克虏伯电梯集团，广东名优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等企业到学院洽谈寻求校企合作订单培训学生。

实训基地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各实训室项目安排有相应的负

责人和相关的技术人员、管理员，做到项目建设有人负责，日常管理

有人落实，全面提升基地的管理水平。各实训室人员安排见表 9所示。

表 9 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人员分工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子项

目
合作共建企业 负责人 技术人员 管理员

1
智能制造加工

中心

广西博斯特科技

有限公司
陈惠清

陈惠清、罗云丽、罗颖飞

卢蔚红、李钦昌

杨辉、梁坚

吴汝兰

2
自动化检测与

控制实训室

浙江亚龙教育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陈寿汉 陈寿汉、陈锦义、梁耀光 陈海玲

3
3D 打印制造实

训室

梧州市瑞尔嘉商

贸有限公司
罗颖飞

罗颖飞、陈惠清、梁耀光

潘丽飞
吴汝兰

4
工业机器人技

术应用中心

浙江亚龙教育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罗伟强

罗伟强、杨辉、陈寿汉

梁耀光、李钦昌、覃雄

杨辉

5 机电创新中心
梧州市瑞尔嘉商

贸有限公司
罗伟强

罗伟强、梁耀光、杨辉

潘丽飞
吴汝兰

6

企业精益管理

及专业技能综

合实训平台

广西南宁悦职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
潘丽飞

魏于平、潘丽飞、谭蓉凡

苏天骄
梁坚

7
液压与气动实

训室

浙江亚龙教育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梁荣汉 梁荣汉、杨辉、覃雄 梁坚

8
电梯技术实训

室

广东非凡教育设

备有限公司
郑休宁

郑休宁、魏于平、潘丽飞

罗伟强、蒙友联、覃雄
杨辉

加强校企合作与交流，扩大校外实习基地顶岗实习规模和资源利

用效率，2016-2018 年新增了 7 个校外实训基地，建立了 12家深度合

作的校外实训基地，15个校外实训基地能满足机电类专业群 100%的见

习和顶岗实习需要，不仅成为机电类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单位，同时

也是教师到企业参加生产实践锻炼、提升专业技术应用综合能力、提

取典型教学案例的重要基地，校企合作成效深得企业和学生好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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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训基地主要建设成效见表 10所示。

表 10 校外实训基地与顶岗实习 2016-2018 年主要建设成效一览表

序

号
基地单位名称 实习岗位

接收

人数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电工、焊工 15

2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车工、锻造工、焊工、装配钳工 10

3 梧州运龙港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车工、铣工、电工、设备装调维

修工、装配钳工
5

4 梧州市鸿图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铣工、铸造工、品质管理员、工

艺员
12

5 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 电工、装配钳工 10

6 梧州市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车工、锻压工、模具装调工、装

配钳工
20

7 梧州浩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车工、铣工、装配钳工 5

8 梧州平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工、电子产品品质管理员 5

9 中山非凡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电梯安装工、电梯维护保养人员 4

10 蒂森克虏伯电梯集团 电梯安装维护人员 30

11 广东名优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电梯安装维护人员 20

12 广东洪浩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电梯安装维护人员 20

13 广西南宁悦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岗位精益管理员 5

14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工、装配钳工 5

15 梧州市万顺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车工、铣工、装配钳工 10

（七）项目建设标志性成果

经过三年的建设，机电一体化示范性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取得了一

定成效，获得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标志性成果，如表 11所示。

表 11 机电一体化示范性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分项内容 建设成果 备注

1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

程体系改

革

人才培养模

式
形成符合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
构建了“宽基础多线并行活模块” 工学结合课程体系

开发出版教材 2 本

学生技能竞

赛

2017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控制

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团体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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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控制

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团体赛三等奖

2018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数控机床装调、

维修与升级改造》项目团体赛三等奖

2019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

与维护》项目团体赛三等奖

2019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控制

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团体赛二等奖

2019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自动化生产线

安装与调试》项目团体赛三等奖

2
师资队伍

建设

专业负责人

及骨干教师

培养

副高职称 2 人

硕士研究生 4 人

高级技师 2 人

技师 2 人

2018 年第六届广西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裁判 12 人

中青年教师

培养

2016 年第七届广西数控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

教师组决赛第三名并荣获“广西技术能手”

2016 年获广西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

比赛项目二等奖

2017 年《〈C语言程序设计〉多媒体教学软件》获广西职

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017 年多媒体教学软件获第十七届广西高校教育教学信

息化大赛三等奖

2017 年“梧州市苍梧县下小河广信闸改造工程 ”优秀工

程设计二等奖

兼职教师培

养

兼职教师 5 人并承担具体教学任务

召开兼职教师专业技术培训 5 项

3

校企合

作、工学

结合运行

机制建设

机构建设

建立健全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专业建设委员会审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建设梧州职业学院协同创新工作室

运行机制建

设

新增 7 个校外实训基地，总数达 15 个

与企业互兼互聘，企业兼职教师 5 人，

基地安全标

准化改造
校企合作，按企业标准完成数控技术实训基地改造

4
教学资源

库建设

教学资源库

建设
5 门课程网络资源库投入教学使用

5

实训基地

建设

智能制造加

工中心

完成了实训室 6S 标准化改造

完成了数控设备改造与维修

改造了车间内部的电网和设备所需的压缩空气的管路

完成智能加工生产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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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了 2018 年广西第六届全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自动化检测

与控制实训

室

自动化实训设备 4 台套

开发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实训项目 4 个

成为学生创新活动的场所

3D 打印制造

实训室

3D 打印机 10 台

三维扫描成像仪

实验室环境改造

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中

心

完成一体化教学环境改造

焊接工业机器人 1 套

具备搬运、码垛、涂胶、上下料功能的工业机器人 1 套

企业精益管

理及专业技

能综合实训

平台

校企共同开发的综合实训平台

16、17 级机电各专业全部投入使用

机电创新中

心

机电创新设计元器套件、惠鱼机器人、乐高机器人以及电

气控制系统实训台等设备

开展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教学及实践活动，学生创新

液压与气动

实训室

完成一体化教学环境改造

新增 2 套液压实训设备

电梯技术实

训室

新增 1 台用于教学的真实扶梯

新增 1 套用于教学的电梯轿厢

6
社会服务

能力建设

技术服务及

职工培训

帮助企业完成 20 项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

为中职学校教学提供实训支持每周超过 150 课时

为广西梧州市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培训 3 项，共培训职

工 220 人次

企业精益生产管理实训室为市机电技工校培训学生近300

人

五、项目建设对区域院校的示范作用

（一）辐射带动院内相关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1.通过项目建设和交流活动，将师资队伍培养的措施与经验、人

才培养方案的编制与修订、实训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等经验在系内和校

内交流，带动整个专业群及学院其他专业的共同发展。

2.通过校企合作，为行业企业开展订单式职工培训服务，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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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专业服务社会的能力，得到行业企业的高度评价，带动了专业群不

断加大校企合作的力度和深度。

（二）项目建设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培养基地，动态满足本区域的有色金

属产业、陶瓷产业、不锈钢产业、食品医药产业等、特别是“一带一

区一集团”即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广西梧州

市机械职业教育集团对机电类人才的需求。

六、建设经验

（一）建设亮点

1.依托机械教育集团，创新校企合作的机制

加强与行业学会的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学会在专业建设、校企合

作方面的优势作用，创新校企合作的机制。以梧州市企业行业的技术

员和工程师，企业工匠组建专业建设委员会，审定专业群人才培养方

案，指导课程建设，并以此搭建专业群与企业合作的大平台，构建校

企“互兼互聘”机制，加强校企人才互动与交流；合作共建产品研发

中心，校企协同创新，实现校企合作共赢。

2.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地，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依托项目建设的协同创新工作室、机电创新中心、3D打印制造实

训室、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实训室，引领机电专业群学生主动开展创新

实践活动，鼓励学生“把梦想变成现实”，通过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学生实践，团队合作，以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平台，营造了学生

主动参与，兴趣与爱好相结合，团队协作不断创新，竞赛成绩不断刷



28

新的氛围，不断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3.人才培养过程融入精益生产理念，探索现代企业高素质员工的

培养模式

企业精益管理及专业技能综合实训平台结合机电专业群学生主要

就业岗位，构建了融入机电专业基础技能于一体的技能综合实训平台，

在机电类专业群中开设专项训练，培养学生服务于生产一线岗位时的

精益生产创新思维和管理方法，提升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二）存在问题

1．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与运行有待加强

机电一体化专业群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

试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开展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上还有

欠缺，主动性和积极性还不够，凡牵涉到人、财、物方面的合作，受

有关制度和思想的约束，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要真正形成良性的校

企深度合作，还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政策

文件，充分调动政、行、校、企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为人才培养和

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2．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

通过项目建设，实训教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学生技能训练得到不

断加强，学生参与校内校外技能竞赛人次以及获奖数、获奖等级有了

突破，但在广西职业技能竞赛获奖数上还有待提升，技能竞赛指导团

队、专业教师技能水平、参赛主动性及积极性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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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展望

1．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的深度和广度。

2．结合工业机器人已在广西制造业核心企业中应用,梧州职业学院

与梧州市工业园区、知名企业、行业协会等联合组建梧州市机械职教

集团。集团以学院为核心，机械职教集团的成员包括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桂江造船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梧

州运龙港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梧州市鸿图精密压铸有限公司、骆驼

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梧州市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大中

型企业。企业急需大批掌握先进机电一体化设备运行、操作、维护、

维修与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3．加强校企人才的合作与交流，推进“互兼互聘”的提速和提效，

为校企紧密合作、协同创新营造更好的氛围，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

兼职教师，为教学团队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为专业的建设

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全面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社会提供

更多更优的专业社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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