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试点工作方案 

 

一、 申请试点项目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培养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岗位，特申

请如下证书的试点： 

序号 证书名称 级别 

1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初、中、高 

二、 项目实施的基础与条件 

1、专业培养目标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于2005年开始设立，通过近15年的持续建设，在2012

年成为广州市重点建设专业，2014年申报了广东省重点培育专业，2016年广东

省重点专业验收通过；本专业主要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业的设备工程技术人员、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等职业群，培养能够从事自

动生产线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机电一体化设备生产管理、销售和技术支持

、技改、维修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本专业培养的核心岗位是机电一体

化设备安装与调试技术员、自动化生产线运维技术员。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于2018年开始设立，本专业主要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电工电器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

，培养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其周边自动化系统的建模仿真、编程调试、安装

维护与集成应用，销售及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本专业培养的核心岗位是工业

机器人应用系统运行维护人员、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人员。 

2、专业教学建设基础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于2005年开始设立，通过近15年的持续建设，在2012

年成为广州市重点建设专业，2014年申报了广东省重点培育专业，2016年广东

省重点专业验收通过，近3年连续累计年平均在校人数312人，专业综合实力全



省排名约30%以内。具体业绩如下： 

（1） 竞赛获奖 

学生累计获得广东省技能竞赛二等奖5项，三等奖8项，挑战杯省级二等奖1

项，三等奖2项；教师获得广州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2） 发表论文 

本专业团队近几年以来累计发表科研、教改论文60余篇，其中EI收录6篇，

ISTP收录3篇，中文核心期刊20篇，行业核心期刊论文10篇。 

（3） 课程建设 

王越超主持了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基础》1

门；肖苏华主持了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计算机辅助机械设计》1门，主

持广东省青年信息化课程建设1门； 

（4） 教改及科研课题 

专业团队累计申请或核心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4项，市级课题1

0项目，校级课题20余项，行业协会课题2项，广东省千百十人才校级支助项目1

项。 

（5） 专利申报 

   本专业团队累计成功申报国家适用新型专业2项。 

（6） 科技服务 

团队近一年共申报省部级、市厅级各类课题超过6项，获得厅局级立项4项

（肖苏华、鲁霞、李小曼），青年教师（40岁以下）近一年发表论文6篇，其中

中文核心2篇，科技核心3篇。 

3、培训基础 

团队陈建环老师近两年多次为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提供培训讲座，详

见佐证材料。龚雄文老师为广州电子企业提供控制器研发，并产业化，获得横

行课题经费资助。肖苏华等为广州市中小学提供了5次3D打印为主题的科技教育

，举办了1次3D打印校园开放日，累计有超过500人次接受过培训讲座。 

4、师资团队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团队拥有专任教师10人，其中高级职称4人，占专任教

师总数40%，硕士以上学位教师8人，占教师总数80%，具有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经



历的教师7人，占教师总数70%，具有高水平的双专业负责人2人（校内及兼职各

1人），专业骨干教师6人，获得双师资格教师10人，占教师总数100%。 

表1 专业团队专任教师情况表 

专任教师 专业带

头人 

骨干

教师 

双师

资格 

具有企业

工作经历 

高级

职称 

硕士级以

上学位 

广东省企业

科技特派员 

10 1 6 10 7 4 8 2 

所占比例 10% 60% 90% 70% 40% 80% 20%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团队拥有来自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佛山粤顶模具

有限公司、广州钣金加工行业协会、广州富强塑胶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兼职

教师13人，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4人，工程师、技师8人。兼职教师均来

自行业领先企业，具备丰富的机械、模具设计制造、设备维修等现场工作经验

。 

表2 专业团队兼职教师情况表 

兼职教师

总数 

专业带

头人 

高级工

程师 

高级技师 工程师 技师 行业专家担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3 1 2 2 4 4 6 

所占比例 9% 15% 15% 30.7% 30.7% 66.7% 

目前本专业教学团队已具备“1+X证书”培训能力的专兼结合教师队伍，符

合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技能证书试点院校的要求。 

5、场地及设备基础 

目前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拥有的校内实训室有14个，投入资金2891万元，拥

有PLC控制实训室、单片机技术实训室、机器人应用控制实训室、自动化生产

线实训室、自动分拣与控制实训室、数控加工实训室、CAD/CAM仿真实训室

、三坐标与快速成型实训室、机械设计实验室、电子电工技术实训室、传感器

技术实训室、电子制作实训室、电气控制实训室、电机拖动实训室，能满足本

项目申请的试点院校的基本需求（见表一）。 

表一：实训设备满足1+X证书基本要求情况汇总表 

工业机器人技术（1+X）证书要求 
实训设备分类 

高职 

序 
号 

类别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1 工业机器人设备 校内满足 
2 配备快换工具和典型工作对象 校内满足 
3 配备机电一体化模块 校内满足 
4 配备轨迹实训模块 校内满足 
5 配备工业视觉模块 校内满足 
6 配备RFID智能追溯模块 校内满足 
7 配备外围基础控制与HMI模块 校内满足 
8 配备离线编程仿真软件 校内满足 
9 配备行走轴模块 校内满足 
10 配备虚拟调试软件 校内满足 
11 配备二次开发软件包 校内满足 

 

三、 项目实施方案 

职业院校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对于深化校企合作、反哺学历教育、促进人

才培养等方面均具有推动作用，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个体系，学历教育和职业

培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因此，职业院校要主动承担起学历教育与培训并

举的法定职责，以现有的实验实训教学条件为基础，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的场

地、设备建设，培训师资建设，管理制度建设。 

1、场地、设备建设 

场地： 

目前本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拥有的校内实训室有14个，面积达2100平米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对场地规模无硬性要求。因此

，通过重新规划整理本专业的实训场地能够满足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1+X”

证书的试点要求。 

设备： 

本专业具有：工业机器人实训装置19套，智能制造实训系统一套，半虚拟

仿真实训平台一套。对比现有基础与《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设备规定，本专业实验实训设备基本种类及数量基本满足“1+X”证书制度试

点的要求。其存在差距可通过如下途径解决： 

（1）重新分类规整 

目前的实验设备按照课程教学项目进行摆放何分类，这与1+X证书试点分类

要求有较大差异。本着高效科学盘活现有资产，对现有设备参照《工业机器人



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规定进行重新分类规整。分拣出《工业机器人

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所规定的申请模块设备，制定需要添加的设备

种类及数量工作计划。 

（2）申报新的专项资金 

对于目前本专业实训设备无法满足的模块设备可通过申请学校、市、省级

专项基金予以补充。 

2、师资建设 

通常而言，师资队伍由专职培训师、兼职培训师、外部培训师组成。对于

高职院校而言专职培训师就多是从教学一线转岗的教师，一般在培训中主要解

说一些共性的课程或协助其他培训师进行培训课件的制作、提供培训服务等，

而兼职培训师通常指的是企业、行业专家，他们具备很强的专业实操能力；外

部培训师是从外部获取的培训师资源。而 

“1+X”证书中的X要求与企业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无缝对接，这势必对培训师

资队伍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从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师资队伍来看，本专业团队可作如下调整与建设： 

A. 加强本专业老师的技能培训 

目前本专业团队的10名专任教师均具有企业一线经验，通过相关的技能培

训，进一步挖掘这些群体的潜能能够较快的满足专职培训师人员需求。 

B. 切实拓宽兼职培训师队伍 

本专业教学团队是一支校企混编的专业教学队伍，3名企业教师均为企业一

线的行业专家。可通过他们培训、引导、推荐，进一步拓宽来自企业一线的师

资力量。 

C. 切实引入外部培训力量 

对于前沿的技术问题，或者内部不具有符合培训项目要求的培训师，可通

过在本专业行业协会、高职教学指导会中任职的团队成员引荐行业、企业专家

予以解决。 

3、证书体系与专业人才培养融合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工作领域涵盖了机电一体化专

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岗位，通过该证书的考取能够实现与企业一线岗位的无缝对



接。秉承高职院校应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办学理念，院校作为1+X证书制度试点的实施主

体院应该迅速思考职业资格证书如何有效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中。 

（1） 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重构 

围绕职业目标，以就业岗位为核心，制定职业素质和能力要求，进而重新

构建课程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根据申请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的相关工

作领域、工作任务和技能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精细化课程设置。本专业

首先根据证书体系的内容进行课程模块化的重新设置，将细化的技能模块有机

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2） 将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 

本专业将根据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和教学内容，统筹教

学组织与实施，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针

对性；将企业一线的操作内容进行商榷提炼后融合各门课程的施教过程中。拟

首先将4-

5门专业核心课程分步推进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技能要求的内容对接，然后将非

核心课程与之对接。与此同时，将思考探索将相关专业课程考试与职业技能等

级考核统筹安排，同步考试（评价），课程学分和职业技能等级证有机结合。 

（3） 探索课程教学与考证培训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已经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机

器人应用系统建模、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仿真、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及应用、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工装夹具

设计等课程，为更好融合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的职业技能三个等级的要求。探

索以下课程设置策略： 

a) 初级标准融入课程内容：初级标准的3个工作领域及技能要求融入原有

的课程教学，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体现以下工作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

参数设置、工业机器人操作、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b) 中级、高级标准构成核心课程：将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中、高级标准的

4个工作领域（工业机器人系统参数设置、工业机器人系统编程、工业

机器人系统仿真与开发、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测试）分别对应4



门核心课程进行课程内容的对应与改造。如下表所示： 

工作领域 对应核心课程 

工业机器人系统参数设置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工业机器人系统编程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工业机器人系统仿真与开发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 

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测试 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仿真 

c) 高级标准开设考证培训与拓展课程：根据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的高级标

准要求，计划单独开设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证书培训课程，课程内容符

合按照高级标准。课程内容要求如下： 

1.1 带外部轴的系统设置 工业机器人系统参数设置 

1.2 带外部轴的系统标定 

2.1 工业机器人系统编程与优化 

2.2 带外部轴工业机器人系统编程 

2.3 外部设备通信与应用程序编制 

工业机器人系统编程 

2.4 工业机器人生产线综合应用编程 

3.1 工业机器人系统虚拟调试 

3.2 工业机器人二次开发 

工业机器人系统仿真与开发 

3.3 工业机器人产品测试 

四、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1、2020-2021年度 培训场地、设备建设 

（1） 2020.01-2020.03 

重新梳理《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进一步落实细化本

专业申报的的职业标准要求。 

（2） 2020.02-2020.03 

根据《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的场地、设备要求，重新规整本专业实验设备

。 

（3） 2020.03-2020.05 

根据前期工作结果，申报添置考证培训设备，分类规整实验室。 

（4） 2020.05-2020.12 



师资培训、宣传阶段；考证培训实验室项目验收。 

2、2021-2022年度  职业资格证书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1） 2021.01-2020.05 

本专业与考证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编制。 

（2） 2021.05-2022.12 

核心专业课程与考证内容的融合。 

（3） 2021.05-2022.12 

核心专业课程与考证内容的融合考核评价方式。 

3、2022-2023年度 探索课程教学与考证培训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1） 2022.01-2022.05 

论证课程教学与技能培训相融合的课程设置。 

（2） 2022.01-2022.12 

探索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

换”。 

（3） 2022.10-2022.12 

项目结题验收。 

五、 项目预期成效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取得如下成效： 

1) 建成能同时满足80人次的教学、培训与考证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实

训室，包括2个实训区、4个考核区占地面积约500㎡。 

2) 完成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建成校外工业机器人基地1-2个。 

3) 完成3届学生，300名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1+X证书的培养工作，300人

获取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高级证书。 

4) 完成机电一体化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5) 制定融合职业考证的人才培养方案，完成4-

5门核心课程教学内容与考证模块的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