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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代码：5603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    制：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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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装备制造

大类（56） 

自动化类

（5603） 

通用设备制

造业（34） 

金属制品、机

械和设备修

理业（35） 

设备工程技术人

员（2-02-07-04） 

机械设备修理人

员（6-31-01） 

机电一体化设备维修技

术员 

自动生产线运维技术员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生产管

理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销售和

技术支持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改技

术员 

特种作业操作（低

压电工）证书、 

可编程序控制系

统设计师（四级）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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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通用设备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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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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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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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自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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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具有语言表达、文字写作、人际沟通能力，能够使用计算机和办公软件，有基本的英

语阅读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勇于

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

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

特长或爱好。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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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息技

术基础知识；熟悉基本的职业礼仪、商务礼仪知识；熟悉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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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知识 

掌握绘制机械制图、电气图等工程图的基础知识。 

掌握工程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工程材料、公差配合、机械加工等技术的专业

知识。 



 3 

掌握电工与电子、液压与气动、传感器与检测、电机与拖动、运动控制、PLC 控制、

工业机器人、人机界面及工业控制网络等技术的专业知识。 

掌握典型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与维修，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制造单元的

运行与维护等机电综合知识。 

了解各种先进制造模式，掌握智能制造系统的基本概念、系统构成以及制造自动化系

统、制造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 

了解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相关国家标准与安全规范。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能识读各类机械图、电气图，能运用计算机绘图。 

能选择和使用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能进行常用机械、电气元器件的选型。 

能根据设备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装配和调试。 

能进行机电一体化设备控制系统的设计、编程和调试。 

能进行机电一体化设备故障诊断和维修。 

能对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制造单元进行运行管理、维护和调试。 

（3）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单片机应用开发能力。 

具有机电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能力。 

具有机电类产品品质管理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 机

电 一

体 化

设 备

安 装

与 调

试 技

完成机电设备的安装、编

程、调试，并进行工程图

纸设计、技术资料编撰与

整理工作  

 

能够理解及绘制机电类工程图纸 

能够从事机械安装、调试 

能够从事电工基本操作 

能够从事 PLC 编程调试和工业组态 

能够进行电机选型及驱动配置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能够从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 

工程制图 

电工安全技术 

金工实习 

机械设计基础 

PLC应用及工业组态 

运动控制技术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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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员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智能制造系统 

2 

★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运

维 技

术员 

对自动化生产线等机电设

备进行保养维护和运行操

作，保证其安全高效运行。 

能够理解及绘制机电类工程图纸 

能够从事机械安装、调试 

能够从事电工基本操作 

能够从事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能够从事 PLC 编程调试和工业组态 

能够进行变频器、步进驱动、伺服驱动器连

接配置及参数调节 

工程制图 

电工安全技术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

修 

PLC应用及工业组态 

运动控制技术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品质管理 

3 

智 能

制 造

系 统

技 术

员 

对智能制造设备进行安

装、编程、调试，并进行

运行操作和保养维护。 

能够理解及绘制机电类工程图纸 

能够从事机械安装、调试 

能够从事电工基本操作 

能够从事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能够从事 PLC 编程调试和工业组态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能够从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 

能够从事数控加工编程 

能够从事智能制造系统的运行维护 

工程制图 

电工安全技术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

修 

PLC应用及工业组态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数控技术应用 

计算机辅助制造 

智能制造系统 

品质管理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

部规定的对全日制普

通高校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

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

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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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

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

功底，充分了解世情、

国情和民意，熟悉大学

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

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

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

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

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

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

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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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

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5 
心理健康教

育与训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

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

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1、心理健康知识概论

（心理健康基本

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

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心理健康信

息化管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

活动与技能竞赛等校

内外实践平台 

6 
职业英语 1、

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

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

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

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

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

语听说、自主学习，交

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

未来、创办公司、公司

介绍、职场沟通、产品

介绍、求职招聘、联系

业务、推销产品和服务、

电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

训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

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7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

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

络化多媒体机房、局域

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

师要求具有丰富的信

息技术教学经验，能动

态掌握目前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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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

强，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8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

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

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

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

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

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

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

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内

容，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立

志、好学、孝亲、诚信、

敬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岭

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时）、

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9 

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

新创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

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

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

正；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

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组建

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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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

申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

具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

境。 

10 
军事理论教

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

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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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技能训

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应用写作实

训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

技法、行文规则等。能够一步到位，

格式规范，快速准确地写作以党政

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文。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

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

党政机关公文办文、事

务文书办文、财经文书

办文、常用文书办文、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战

演练。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

办文过程的项目教学

设计，使教学成为一个

完整的“OA 办文业务

实践流程”，将纷繁复

杂的理论学习转化为

的生动有趣的“办文工

作模拟实训”。 

13 高等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

化，把数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

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

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

概率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1、通识基础模块：基

本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

简单的一元函数积分

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

元函数微分学和积分

学、简单的一阶微分方

程求解(理工类)。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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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

完成非均匀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

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化时的关

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

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

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实际或

然问题进行求解。 

  3、综合拓展模块：多

元函数微积分学，线性

代数，概率统计。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电工电子技

术 

使学生掌握生产第一线电气技

术员所必须具备的电路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初步具有读懂电气原理图，计算

电路元件参数，分析判断常见电

路故障的能力，并能运用电工电

子技术知识，分析机电设备、生

产机械控制电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及其故障的检修能力。 

1.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的特

点、分析和计算； 

2.常用电气控制器的基本构造、特

点和正确使用方法； 

3.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组成、工作原

理和分析方法； 

4.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的分

析方法； 

5.组合逻辑电路的应用（包括加法

器、编码器和译码器）； 

6.触发器和计数器的使用。 

1 通过信息化环

境下的课程学习

平台，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 

2.采用仿真软件

进行电路模拟和

搭建 

2 
C 语言程序

设计基础 

使学生掌握C语言程序设计的基

础知识和方法，具备编写简单应

用程序的能力。为 C 语言在单片

机上的应用打好坚实的基础。 

数据类型、运算符、函数、数组、

程序流程控制、指针 

通过程序项目设

计制作的教学手

段训练学生设计

能力 

3 
单片机应用

技术 

使学生掌握 51 单片机作为控制

器应用特点和开发方法，熟悉常

用单片机控制电路、能熟练使用

C51 编程开发。 

 

1.单片机的结构及应用特点。 

2.C51 的基本应用，常用功能的编

程方法。 

3.中断应用技术 

4.定时、计数的应用技术  

5.常用接口，如键盘与数码管显

示、点阵 LED 显示的电路和编程方

法。 

6.串行通信及编程 

初期使用单片机

仿真软件进行教

学实训，以降低

难度。 

中后期引入单片

机实训箱或单片

机学习板，学习

真正的单片机开

发技能。 

4 
单片机控制

实训 

使学生掌握为小型机电设备设

计单片机控制电路，设计 PCB，

焊接电路板，编写、调试单片机

控制程序的技能，满足企业对小

型机电设备低成本控制方案的

需求。 

1.绘制控制板原理图 

2.控制板 PCB 设计 

3.元件焊接 

4.基本软硬件调试 

5.开关量控制 

6.模拟量（温度信号）检测 

7.模拟量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实

基于项目制作制

的原则，采用理

论实践一体化的

教学方式进行课

程教学 



 10 

现电机调速 

5 
电工安全技

术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电气和机械

知识，掌握电工的基本技能，能

读懂一些简单的电气控制线路

原理图和照明线路图，熟练掌握

常用电工工具以及电工仪器、仪

表的使用，能完成简单的电气控

制线路的连接以及故障诊断排

除。 

1.电工仪表与安全用具使用 

2.电工电路安全操作技术 

3.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4.作业现场应急处理 

基于项目制的理

论实践一体化教

学。 

6 
PLC 应用及

工业组态 

使学生熟悉三菱 FX 系列 PLC（可

编程控制器）的应用特点、型号

及选用原则，熟悉梯形图编程、

SFC（顺控功能图）编程，掌握

触摸屏应用和工业组态的方法。 

1.梯形图编程 

2.步进指令及状态编程 

3.应用指令及编程 

4.特殊功能模块及其应用 

5.工业组态应用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7 

机电设备故

障诊断与维

修 

使学生掌握机电设备运行与控

制规律，并具有对故障设备运行

进行诊断与维修的能力 

典型机电设备——数控机床的工

作运行原理 

数控机床电源故障诊断与维修 

数控车床自动刀架故障诊断与维

修 

数控机床主轴故障诊断与维修 

数控机床进给轴故障诊断与维修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8 
自动化生产

线综合实训 

使学生学习自动化生产线功能

和结构组成，掌握生产线的安

装、调试方法，PLC 编程和触摸

屏组态设计。 

触摸屏与 PLC 的配置、编程 

传送带的多段速控制 

传感器、电磁阀的安装及调试 

气缸的机械安装、气路安装及调试 

自动化分拣线的调试 

PLC 的网络通信 

伺服电机的控制和调试 

传送带的位置检测 

自动化生产线装置综合调试 

基于综合项目方

式进行课程内容

教学，采用信息

化平台辅助进行

学习过程记录 

9 
工业机器人

技术基础 

使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基本

构成和工作特点，掌握工业机器

人的基本操作与编程方法。 

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和驱动 

工业机器人的坐标系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设置 

工业机器人的运动与指令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0 
运动控制技

术 

使学生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变

频调速原理，理解步进电机和伺

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掌握变频调

速系统、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步进电机、交流

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变频调速系统控制； 

步进电机控制；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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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法和技术 伺服电机控制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1 
工业机器人

编程与调试 

使学生掌握RobotStudio工业机

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软件，进行

工业机器人的离线编程、调试及

仿真。并熟练掌握工业机器人的

操作、现场编程、调试方法和技

能。 

离线编程与仿真技术概况、常用离

线编程与仿真软件特点、软件装、

软件设定、系统模型构建、组建使

用、离线编程、系统综合仿真； 

工业机器人系统构成、安全操作规

程、系统基本设置、示教器使用、

坐标设定、指令使用、程序编辑、

系统备份、搬运等基本应用系统综

合示教。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2 
智能制造系

统 

使学生融合自动化立体仓库、工

业机器人、CAD/CAM 技术、数控

技术、在线检测、工业物联网技

术、RFID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仿

真软件、MEMS 软件等多项先进制

造技术，构建一条综合应用度

高、符合工业化标准的实际制造

系统。了解定制化产品在互联网

派单+智能自动化生产的整个过

程。本课程旨在促进智能制造领

域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的提

升和培养。 

1.立体仓库仓储模块（负责系统工

件存储（毛坯、半成品、成品、次

品）；2.工业机器人上下料模块（负

责代替人工进行出入库、搬运及机

床上下料）；3.数控加工模块（自

动化加工和在线测量）；4.系统信

息总控模块（将智能制造仿真软

件、CAD/CAM 数字化设计软件与

MES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进行联结，

通过工业总线联网，控制各分模块

同主控做数据交换，起到监控并协

调管理各分站模块按流程作业的

功能。）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3 金工实习 

使学生初步具备基本的机械工

艺加工知识和一定的实操技能；

同时培养基本的职业素养和工

程素养，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

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铸造实训  

焊接实训 

铣、刨、磨工实训 

数控实训 

钳工实训 

车工实训 

通过实际产品制

作的方式实施课

程内容教学 

14 工程制图 

使学生提升空间想象能力和思

维能力。能阅读零件图与简单装

配图，具有运用尺规绘制零件图

的能力，并具有使用计算机 CAD

软件绘制零件图的能力。 

投影基础 

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组合体 

物体的表达方法 

零件图 

装配图 

AutoCAD 软件命令的基本操作 

零件图抄画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5 
计算机辅助

设计 

使学生理解机械设计内涵，初步

掌握三维 CAD 设计的理念和流

程，熟悉 Solidworks 或 Pro/E

软件； 

软件基础 

草绘 

典型实体零件设计 

典型曲面零件设计 

采用实际项目方

式展开教学，使

用仿真系统完成

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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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能针对基础

标准件进行查表选型，能有依据

的进行非标设计。 

零件装配设计 

零件的工程图设计 

 

16 
机械制造基

础 

使学生掌握金属冷加工、热加工

的工艺基础知识，具有选择材料

的能力；具有选择毛坯及其制造

方法的能力；具有选择热处理方

法的能力；具有选择机械加工方

法的能力；具有初步制定机械加

工工艺的能力；具有合理标注零

件加工要求和公差配合的能力。 

材料及热处理部分 

热加工部分 

测量技术基础 

冷加工部分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7 
机械设计基

础 

使学生能够了解相关的力学知

识，掌握各种传动机构的构造、

原理和传动特点，掌握通用零件

或标准零件的设计规范，了解

CAD 设计计算的一般方法，具有

初步的机械设计能力。 

力学基础 

常用机构设计 

传动机构设计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8 
数控技术应

用 

使学生具有零件数控加工工艺

分析、确定工艺方案的能力； 

具有合理确定加工工艺参数的

能力； 

具有数控车床复杂零件的手工

编程的能力； 

具有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二维

零件的手工编程能力； 

具有数控车床的初步操作能力； 

具有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的初

步操作能力 

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 

数控加工编程基础 

数控加工的工艺设计 

数控车床的程序编制及加工 

数控铣床的程序编制及加工 

加工中心的程序编制 

车、铣典型零件综合加工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9 
计算机辅助

制造（CAM） 

使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编程的

方法，全面培养数控编程加工所

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学生的

数控编程加工能力。 

零件造型与工程图 

简单装配与工程图 

复杂装配与工程图 

爆炸图 

数控铣削平面加工工艺分析 

平面加工 

数控铣削曲面加工工艺分析 

曲面加工编程 

考证零件工艺分析 

考证零件编程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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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学  期 3 总学时 90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电气控

制的基本控制规

律及控制系统分

析；可编程序控

制器概述。   

常用电气控制环节、控制规

律；可编程序控制器概念、特

点及在电气控制中的应用 

 

以电机的拖动控制，定时，到位、各种保护的案例实施

教学，从电气控制导入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概念及应用特

点。 

 

模块二：基本指

令及应用实训 

 

PLC 的硬件认识和编程软件的

使用，输入简单的梯形图，了

解输入输出、中间继电器的使

用、定时、计数的使用。 

常用控制环节的编程方法；从景观灯的控制，十字路口

的红绿灯、电动机等的控制实例实训，掌握基本指令的

应用。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C 语言程序设

计基础 

 

智能产品制作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

业

（

顶

岗）

实

习

与

实

习

报

告 

单片机控制实

训 

 

自动化生产线

综合实训 

 

 

智能制造系统 

 

计算机辅助制

造 

 

 

电工安全技术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制造基础 

 

机电设备故障

诊断与维修 

 

运动控制技术 

工程制图、计算

机辅助设计 

 

数控技术应用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电工与电子技

术 

 

工业机器人技

术基础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工业机器人编程

与调试 

 

金工实习 

单片机应用技术 

 

PLC 应用及工

业组态 

 

 



 14 

模块三：可编程

控制器步进指令

及状态编程法 

 

步进指令与状态图表示方

法 

 

通过电机的步进控制，企业生产机械的步进控制实例了

解并掌握步进的应用。 

模块四：应用指

令及编程方法 

应用类指令的种类，编程方法

及特点 

以红绿灯控制，自动洗车机控制，自动售货机实施教学，

讨论实际产品的开发过程，自行选题模拟实际产品设计 

模块五：特殊功

能模块及其应用 

 

A/D 及 D/A 模块的原理、结构

及应用 
从工程应用了解特殊功能模块的原理、进入及输出信号，

讨论应用的实例。 

模块六：工业组

态应用 

学习至少两种工业组态软件

与 PLC 的综合应用方法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Designer 的编程组态应 

用 

昆仑通态 MCGS 软件的组态应用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多媒体教室及 PLC 实训室（配置 PLC 实训台及辅助电脑设备）进行。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 PLC 应用项目，有丰富的电气控制和 PLC 编程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

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2 运动控制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交流调速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理论 

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种调速方法

比较 

变频器的功能 三菱变频器的接线和参数设置 

变频器调速控制 PLC 控制变频器实现调速 

步进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结构、原理和指标参

数 
查阅步进驱动器技术手册 

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 

PLC、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接线

和设置 

FX 系列 PLC 控制程序设计与调

试 

伺服电机控制 交流伺服电机结构和工作原

理 
查阅伺服驱动器技术手册 

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PLC、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接线

和设置 

FX 系列 PLC 控制程序设计与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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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实训室（配置 Solidworks2016 或 Pro/E Wildfire5.0 以上版本的计算机）进

行。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机械设计相关应用项目，有丰富的建模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3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认识、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了解工业机器人仿真应用技术；掌握仿真

软件的安装 

软件界面认识 认识仿真软件界面 

基本仿真工作站 仿真运行机器人 建立基本仿真工作站 

建模 建模 掌握基本建模功能 

离线轨迹编程 目标点调整及轴配置参数 掌握离线轨迹编程的方法 

ABB 机器人的基本操作 

1.熟悉示教器的使用； 

2.熟练 ABB 机器人的手动操

作。 

1.认识示教器； 

2.ABB 机器人的手动操作。 

ABB 机器人的程序数据、程序编程及

硬件连接 

1.熟练建立程序数据； 

2.熟练设定三个关键程序数

据； 

3.掌握应用 RAPID 程序指令

建立 RAPID 程序是，熟练完

成 TCP 走线； 

4.熟练操作 ABB 机器人本体

和控制柜的硬件连接。 

1.建立程序数据； 

2.三个关键程序数据的设定； 

3.应用 RAPID程序指令建立 RAPID程序完

成 TCP 走线； 

4.ABB 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的硬件连接。 

ABB 工业机器人的搬运码垛工作站

编程 

1.熟悉工业机器人在搬运中

的应用； 

2.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工作

站构成； 

4.掌握工业机器人工具尺

寸、重量、 重心等设定方法； 

5.能对工业机器人搬运工作

站进行编程操作。 

1.搬运码垛工作站机器人工具设定； 

2.工业机器人搬运码垛工作站编程。 

ABB 工业机器人的压铸工作站编程 

1.熟悉工业机器人在压铸中

的应用； 

2.掌握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

站构成； 

4.能对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

站进行编程操作。 

1.压铸信号的设定； 

2.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站编程。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离线编程与仿真内容在计算机房进行，配置 RobotStudio 软件，ABB 机器人内容在工业机器人综合

实训室进行，配置 4 套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台。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集成项目，有丰富的编程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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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4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典型机电设备——数控机床的工作

运行原理 
数控机床各模块工作原理 

练习绘制机床电气原理图 

练习数控机床参数备份 

数控机床电源故障诊断与维修 
电源故障诊断与维修方法 

练习电压测试法与电阻测试法诊

断电源故障 

数控车床自动刀架故障诊断与维修 自动刀架的工作原理 

自动刀架故障诊断与维修方法 

练习自动刀架故障诊断与维修方

法 

数控机床主轴故障诊断与维修 
主轴的工作原理 

主轴故障诊断与维修方法 

练习主轴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变频器相关故障诊断与维修 

CNC 主轴相关的参数设置 

数控机床进给轴故障诊断与维修 

进给轴的工作原理 

进给轴故障诊断与维修方法 

练习进给轴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伺服相关故障诊断与维修 

CNC 进给轴相关的参数设置 

进给轴反向间隙误差补偿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智能制造实训室进行，配置 5 台数控机床维修实训设备。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数控机床维修、机电设备维修等相关应用项目，有丰富的机电设备运行与维修经验，具

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核心课程 5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触摸屏

与 PLC 的配置、

编程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 

Designer2 的使用及人机界面

编 、与 PLC 的匹配用法；其

它品牌触摸屏编程软件的认

识 

人机界面编程练习、与 PLC 的匹配练习；威伦触摸编程软件

的练习 

模块二：传送带

的十五段速控制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原理，认识变频器的作用；掌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理论学习；变频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接

线练习；认识变频器各重要参数的意义，练习变频器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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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变频器的接线方法；掌握变

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法；实现由

人机 面操作的十五种速度

可调的传送带控制 

修改、设置；使电机能输出十五种频率，传送带能以十五种

速度运行。 

模块三：传送带

的无级调速控制 

掌握使 FX0N-3A 模块产生

0~10 模拟信号的方法；掌握

变频器由模拟信号给定频率

的方法、相关参数的设置；实

现由人机界面 0~60Hz 任意设

置频率（速度）的传送带无级

调速控制 

理解 BFM（缓冲寄存器）的意义，练习 PLC“TO”指令的使

用，准确操作 FX0N-3A 模块的模拟 号输出功能，并能校准

信号；练习由模拟信号给定频率的相关参数设定；使变频器

能输出一定范围内的任意频率。从而使传送带获得无级调速

 效果。 

模块四：传感器、

电磁阀的安装及

调试 

掌握传感器的作用、接线方

法。；掌握传感器的调试方法；

掌握电磁阀的安装及调试方

法 

练习传感器与 PLC 输入端口的接 方法；明确调试传感器调

试的首选方法是位置法，次选方法是灵敏度旋纽调节法；练

习电磁阀基座、阀体、导线、气路接口、气管的安装、调试

方法。 

模块五：气缸的

机械安装、气路

安装及调试 

掌握气缸的机械安装方法；初

步掌握Festo液压气动仿真软

件 FluidSIM 3.6 的使用方法，

能建立常用的气动模型，从而

理解常用气动回路 工作原

理；实际气路的调试方法。 

练习气缸的机械安装；练习 FluidSIM 3.6；调试气路，实现

PLC 对气缸的控制 

模块六：自动化

分拣线的调试 

在自动化分拣线设备上进行

综合调试，实现各种工件的识

别、分拣。 

按工件分拣要求完成安装、编程和综合调试。 

模块七：伺服电

机的控制、定位

装置的调试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步进

 机和步进驱动器）的认识；

掌握PLC高速脉冲指令的使用

方法 

使用 PLC 控制伺服（步进）电动机，进行定位控制练习 

模块八：传送带

的位置检测 

旋转编码器的认识；掌握 PLC

高速计数器使用方法。 

采用 PLC 的高速计数器检测传送带旋转编 器 脉冲数量，

从而对传送带上的物 进行精确操作。 

模块九：自动化

生产线装置综合

调试 

每个小组定点一台自动化生

产线设备，完成安装、编程、

调试的任务，实现设备自动运

行的各项功能。 

各小组同学分工合作，对设备进行机械调整、电气安装、PLC

和 HMI 编程、整机调试。并提交训练报告。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具有丰富的电气控制、液压、气动的相关经验，熟练掌握 PLC 开发应用能力，具有自动化生产线安装、编程、

调试的企业实际经验。 

教学设施：具有自动供料、自动分拣、液压冲压、双轴加工模块、直线坐标机器人、自动仓储、机器视觉检测模块

等自动化生产线装置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核心课程 6 智能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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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5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立体仓库仓储模

块 
仓库管理和 RFID 识别 

毛坯、半成品、成品、次品的识别和管理 

工业机器人上下

料模块 
工业机器人通信与编程 

工业机器人出入库编程 

工业机器人搬运编程 

工业机器人机床上下料编程 

数控加工模块 自动化加工和在线测量 
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自动加工 

工件的在线测量 

PLC 模块 PLC 通信与编程 
对 S7-1200 PLC 编程实现与各分站模块的通信 

系统信息总控模

块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 

将智能制造仿真软件、CAD/CAM 数字化设计软件与 MES 生产

管理系统软件进行联结，通过工业总线联网，控制各分模块

同主控做数据交换，起到监控并协调管理各分站模块按流程

作业的功能。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智能制造实训室进行，配置 1 套智能制造综合实训平台。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熟悉智能制造综合实训平台，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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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 3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3 54 54 0 √ 4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30.5 549 371 178 21.5 9.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520010
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
4.5 81 72 9

5

1 1520103

金工实习

（Metalworking

Practice）

2 36 2 1 ▲

2 1520011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C Language

Programming Foundation)
2 36 18 18

2

3 1520013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Graphics) 5 90 45 45 ▲ 5

4 1520014 单片机应用技术 3 54 27 27 ▲ √ 3

5 1520099
机械制造基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e)
4 72 54 18 4

18.5 333 216 117
12 7

2 36

1 1520291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Technic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2 36 18 18 3

2 1520096
机械设计基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Design)
4 72 63 9 4

3 1520084
电工安全技术(Electric Safety

Techniques)
5 90 36 54 ▲ 5

4 1520269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 4 72 36 36 ▲ 4

5 1520454 运动控制技术(Motion Control Technology) 3 54 30 24 **▲ 3

18 324 183 141 3 0 13 3 0 0

1 1520282
PLC应用及工业组态(PLC Applications and

Industrial Configuration)
5 90 45 45 **▲ √ 5 5 1 1520145

单片机控制实训(MCU

Control Training)
3 54 3 5 ▲

2 152028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Fault Diagnosis

and Maintenanc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3 54 27 27 **▲ √ 3 2 0620480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Training)

4 72 4 5 **▲

3 1216226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of Industrial Robots)
4 72 18 54

**▲ 4

12 216 90 126 0 0 5 12 0 7 126

1 1520141 数控技术应用(Numerical Control ) 4.5 81 30 51 ▲ 5 1 1520104

毕业（顶岗）实习与实

习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2 1520101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e
5 90 40 50 ▲ 5

3 1520061
智能制造系统(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3 54 27 27 **▲ 5

12.5 225 97 128 0 5 10 18 324

1 1520147
工程创新训练(Engineering Innovation

Training)
2 36 18 18 2 1 1520142

数控铣加工实训(NC

Machine Processing

Training)

3 54 3 5 ▲

2 1520148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2 36 18 18 ▲

3 1520149
机电产品三维设计(3D Design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4 72 36 36 ▲

4 1520145 电路板设计（PCB Design)）
3 54 18 36

▲ 3

5 2051633 品质管理（Quality Control） 2 36 27 9 2

6 1520286 电气CAD（Electrical CAD） 3 54 27 27 ▲

10 180 90 90 0 0 0 3 4 0 0

111.5 2007 1137 870 26.5 25.5 29 27.5 24 18 37 666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5

6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

A(机电

控制）

（专业必

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智能制

造）（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小计

小计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内容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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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3  1137  42.54% 

实践教学 85  1536  57.46%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40.5 729  27.27% 

专业（技能）课 88 1584  59.26%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73% 

专业（技能）课 10 180  6.73% 

总学时/学分 148.5 2673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相关领域中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具备本专业相应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 

具有扎实的工业自动化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协作意识，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及科研工作，责任心强。 

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熟悉所任教课程涉及的岗位对知识、技能和

基本素质的要求，教学水平高且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 

熟悉信息化工具，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程教学实施改

革及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从事与本专业相关领域（如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等）工作

的企业员工，原则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业技术资格等级。 

具有扎实的自动化相关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职

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有一定的培训和教学经验，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等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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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计算机绘图实训室 工程制图实训 工程制图 40 台计算机 

智能制造实训室 

数控加工实训 数控铣加工实训 
4 台加工中心、

数控铣/数控车

多台 

计算机辅助制造实训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机械制造工艺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数控机床维修实训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

维修 

5 台数控机床维

修实训设备 

智能制造实训 智能制造系统 
1 套智能制造综

合实训平台 

机械测量实训室 
机械测量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10 台 3D 打印机 

3D 打印实训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实训室 

计算机辅助制造实训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60 台计算机 

电气 CAD 实训 电气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 

机械设计基础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三维 CAD 实训 

机械设计实训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实训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

试 

电子与电工技术实训室 电子与电工技术实训 电工与电子技术 
20 台电子电工

实训台 

电工安全实训室 电工安全技术实训 

电工安全技术（特种作

业操作（低压电工）考

证） 

10 套特种作业

操作（低压电

工）考证实训设

备 

单片机实训室 

单片机实训 单片机应用技术 

40 套 51 单片机

实训箱，30 台计

算机 

C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PCB 设计实训 电路板设计 

智能产品制作实训 智能产品制作 

单片机控制板设计与制作实训 单片机控制实训 

PLC 控制实训室 

 

PLC 实训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30 套 PLC 实训

台，30 台计算机 工业组态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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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与自动分拣实训室 自动化分拣线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训 

6 套自动化分拣

实训台，1 套综

合物流分拣实

训设备 

柔性生产线实训室 

变频调速实训 

运动控制技术 

1 套柔性生产线

实训设备、1 套

自动化生产线

安装与调试设

备 

步进电机控制实训 

伺服电机控制实训 

柔性生产线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训 

工业机器人基础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示教实训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5 套工业机器人

实训设备、1 套

半实物工业机

器人虚实训台 

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实训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

试 

4 套工业机器人

综合实训台、10

台可拆装工业

机器人 

校

外 

华南理工大学实训基地 金属工艺实习 金工实习 

具有铸造、焊

接、铣、刨、磨、

数控、钳工、车

工实训车间 

南海实训基地 机械加工、机械设计相关实习岗位 

数控技术应用 

1、配备企业教

师对学生实习

进行指导和管

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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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计算机辅助设计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机械加工、机械设计

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瑞松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机械

加工、机械设计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东焊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机械

加工、机械设计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国诺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机械

加工、机械设计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成立专业负责人及课程团队组成的教材选用小组，负责专业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建立

教材选用审核制度，由任课老师提出选用教材，课程团队负责人初审，专业团队负责人最后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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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使用过程中要充分收集和调查学生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教材的使用及改进

建立反馈机制。 

公共基础必修课教材应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的教材。 

专业课教材优先选用大型出版社出版的职业教育国家规划类教材，一体化教材。 

鼓励专任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校本课程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学校图书馆应该配备机电一体化专业课程学习的相关纸质文献资料和电子文献资料。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装备制造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机械工程手

册、电气工程手册等；机电一体化技术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不少于 5种以上机电一体

化技术类专业学术期刊。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专业课程需配置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 

配备 51单片机编程与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配备三菱、西门子 PLC编程与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配备 UG等三维建模与设计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四）教学方法 

突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结合专业和课程的特点，采用适合于课程内容

的、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的的、让学生参与其中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教学中，主要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法，通过项目任务的组织方式，引导学生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课程学习中，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五）学习评价 

1．学生课程学习评价方式根据课程性质不同，执行不同的评价方案。 

（1）纯理论课程采用结果性评价方式，主要以课程结束后的理论考核成绩为主。 

（2）理论实践课程主要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其中课程的理论知识部分可以通过学习

过程中的在线考试或期末考核方式进行评价，课程的技能能力部分采用实训过程+实训考核

的方式进行评价。 

（3）纯实践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综合考核评价方式进行。 

2．毕业实习环节采用实习过程记录、实习指导教师评价及企业指导教师评价的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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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所有课程需针对课程知识和技能达成度的目标，制定各门课程的学习评价方案，体现

不同课程的学习评价个性化设计。 

（六）质量管理 

1、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证体系》（以下简称质量标

准）的文件精神，结合本专业自身的特点，成立以专任教师、企业人员、系部管理人员组成

的专业质量管理小组。围绕质量标准中的要求，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诊断和改进工作。 

2、围绕质量标准要求和工作内容，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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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3、根据质量标准要求，以专业团队和课程团队为实施机构，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

管理，开展专业团队教师之间的听课、评教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定期开展公开课、 示范

课等教研活动。 

4、在教学实施中，采用信息化平台采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情况做到定期分析，分类指导。 

5、建立人才培养质量定期汇报及总结制度，学期结束时，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别

编写课程及专业质量保证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不断循环的方式，提升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6、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

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 

专业群是以机电一体化技术省重点专业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核心专业---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为龙头，以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为支撑，构成专业群核心；以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特色，构成两翼。为珠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培养面

向工业机器人集成、机械（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自动化装配、汽车智能检测与维修、智

能设备售后服务等技术岗位工作，具有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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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  

名称 智能制造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机电一体化技术 3、机械设计与制造 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应

用电子技术 

核心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单片机应用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智能产品制作》、《金工实习》、《工程制图》、《机械制造基础》中选择不少于 4 门作为专业群平

台课程。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中的机械基础类、电工电子基础类课程师资在专业群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校内基地共享：校内机房类通用实训室，CAD/CAM 实训室、电工电子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

汽车维修实训室（基础机械零部件识别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金工实习）。 

 

专业特色： 

与广东擎天粤鼎模具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厂中校教学基地，实践“四共”（“场地共建”、

“设备共享”、“资源共融”“人才共育”）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实现授课、实训、顶岗就业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与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广州东焊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等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在课程建设、师资队伍、企业教学、资源资格培训

等方面深度合作（已经开设共建课程 4门、提供兼职教师 5人，正式出版教材 1册，开展考

证培训 12期，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融入行业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把职业技能标准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活动，把职业素养培

养融入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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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依托各种技能竞赛、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创新意识。对所有的

学生实施创新创业普及教育，进行创新创业基本素质的培养。 

加强先进测量、设计、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应用的教学，及时更新专业课程内容，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及创业奠定基础。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 

在机械制造基础、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自动化生产线综合

实训、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单片机控制实训等课程中，在新材料、新设计、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拓展学生视野；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采用多种形式，运用头脑风暴法、

希望点列举法等具体的创新技法，训练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 

开设《智能产品制作实训》课程，围绕机器人产品的制作进行训练，拓展学生的创新思

维。 

（三）科研项目结合创新创业教育 

组建系创新创业团队，把一些项目的创新点作为优秀案例引入到课程教学。结合现代电

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能竞赛，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四）企业案例教育充实创新教育 

依托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等校企合作基地，通过学习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等方面的开发案例，学习观摩企业一线的创新实践活动；通过具体企业的成长案例，解读领

会创业精神。 

（五）考核环节体现创新评价 

在主要专业课考核环节，采用形成性考核，对采取创新性方法或提出创新思路的学生设

置加分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十一.【第二课堂】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参加国家、省市组织的挑战杯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职业技能竞赛。参加校内组织的工业机器人编程竞赛；参加广东省高职工业机器人技能大

赛、全国性行业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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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专业相关的社会服务，开展用电安全、节约用电宣传服务。 

参加各类系、院组织的各项文化体育活动和竞赛。 

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艺术欣赏讲座等加强学生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 特种作业操作（低压电工）证书 

2．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四级）证书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8.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8.5    学分（学时达  2673      ）方可毕业。 

                                             

              编制人：陈建环、龚雄文、胡佳宗、王越超、鲁霞、李小曼、叶元杰等 

审定人：胡佳宗、温炜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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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代码：560309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    制：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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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装备制造

大类（56） 

自动化类

（5603） 

通用设备制

造业（34） 

专用设备制

造业（35）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

员（6-30-99-00）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

员（6-31-01-10） 

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

员 

（2-02-07-07） 

电工电器工程技术人

员 

（2-02-11-01） 

设备工程技术员

（2-02-07-04）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

统集成、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

统运行维护、 

自动化控制系统安

装调试、 

销售与技术支持 

特种作业操作（低

压电工）证书、 

可编程序控制系

统设计师（四级）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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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区通用设备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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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文

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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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具备一技之长，又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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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自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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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具有语言表达、文字写作、人际沟通能力，能够使用计算机和办公软件，有基本的英

语阅读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勇于

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

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

特长或爱好。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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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息技

术基础知识；熟悉基本的职业礼仪、商务礼仪知识；熟悉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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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知识 

熟悉机械制图、掌握电气制图的基础知识。 

掌握工业机器人技术、电工电子技术、电机及电气控制、液压与气动的基础知识。 

掌握工业机器人编程、PLC 控制技术、人机接口及工控网络通讯的相关知识。 

熟悉工业机器人辅具设计、制造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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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机器视觉、传感器、MES（制造执行系统）相关知识。 

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的相关知识。 

熟悉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及系统维护相关知识。 

熟悉产品营销、项目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能读懂工业机器人系统机械结构图、液压、气动、电气系统图。 

会使用电工、电子常用工具和仪表，能安装、调试工业机器人机械、电气系统。 

能选用工业机器人外围部件，能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周边产品销售和技术支持。 

能进行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电气设计，能进行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模型构建。 

能使用视觉系统进行尺寸检测、位置检测等。 

能熟练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现场编程、离线编程及仿真。 

能组建工控网络，编写基本人机界面程序。 

能按照工艺要求对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系统进行集成、编程、调试、运行和维护，能

编写工业机器人及应用系统技术文档。 

能进行 MES 系统基本操作。 

（4）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单片机应用开发能力。 

具有机电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能力。 

具有机电类产品品质管理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 工

业 机

器 人

应 用

系 统

运 行

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和运

行操作，保证其安全高效

运行 

 

能够理解及绘制机电类工程图纸 

能够从事电工基本操作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程序编制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及作业系

统的维护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总控系统

工程制图 

电气 CAD 

电工安全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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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人员 

编程、调试（PLC、人机界面、总线通

信等）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2 

★ 工

业 机

器 人

系 统

集 成

技 术

人员 

完成工业机器人应用项

目开发和周边自动化配

套设备的集成，并进行工

程图纸设计、技术资料编

撰与整理工作  

 

能够理解及绘制机电类工程图纸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方案辅助

设计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建模

设计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主控系统

程序辅助设计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系统仿真 

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说明

文件编制 

工程制图 

电气 CAD 

机械设计基础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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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及应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智能制造系统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

部规定的对全日制普

通高校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

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

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

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4、 毛泽东思想 

5、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

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

功底，充分了解世情、

国情和民意，熟悉大学

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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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

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

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

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

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

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

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

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

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健康教

育与训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

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

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2、心理健康知识概论

（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

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4、智慧树学习平台 

5、学生心理健康信

息化管理平台 

6、大学生心理健康

活动与技能竞赛等校

内外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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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6 
职业英语 1、

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

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

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

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

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

语听说、自主学习，交

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

未来、创办公司、公司

介绍、职场沟通、产品

介绍、求职招聘、联系

业务、推销产品和服务、

电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

训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

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7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

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

络化多媒体机房、局域

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

师要求具有丰富的信

息技术教学经验，能动

态掌握目前信息技术

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

强，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8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

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内

容，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立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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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

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

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

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

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

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

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能力。 

志、好学、孝亲、诚信、

敬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岭

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时）、

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9 

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

新创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

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

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

正；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

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

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

申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

具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

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组建

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10 
军事理论教

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

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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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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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军事技能训

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应用写作实

训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

技法、行文规则等。能够一步到位，

格式规范，快速准确地写作以党政

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文。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

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

党政机关公文办文、事

务文书办文、财经文书

办文、常用文书办文、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战

演练。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

办文过程的项目教学

设计，使教学成为一个

完整的“OA 办文业务

实践流程”，将纷繁复

杂的理论学习转化为

的生动有趣的“办文工

作模拟实训”。 

13 高等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

化，把数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

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

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

概率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计算，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

完成非均匀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

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化时的关

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

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

  1、通识基础模块：基

本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

简单的一元函数积分

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

元函数微分学和积分

学、简单的一阶微分方

程求解(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

元函数微积分学，线性

代数，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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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实际或

然问题进行求解。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电工与电子

技术 

使学生掌握生产第一线电气技

术员所必须具备的电路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初步具有读懂电气原理图，计算

电路元件参数，分析判断常见电

路故障的能力，并能运用电工电

子技术知识，分析机电设备、生

产机械控制电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及其故障的检修能力。 

1.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的特

点、分析和计算； 

2.常用电气控制器的基本构造、特

点和正确使用方法； 

3.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组成、工作原

理和分析方法； 

4.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的分

析方法； 

5.组合逻辑电路的应用（包括加法

器、编码器和译码器）； 

6.触发器和计数器的使用。 

1 通过信息化环

境下的课程学习

平台，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 

2.采用仿真软件

进行电路模拟和

搭建 

2 
C 语言程序

设计基础 

使学生掌握C语言程序设计的基

础知识和方法，具备编写简单应

用程序的能力。为 C 语言在单片

机上的应用打好坚实的基础。 

数据类型、运算符、函数、数组、

程序流程控制、指针 

通过程序项目设

计制作的教学手

段训练学生设计

能力 

3 
单片机应用

技术 

使学生掌握 51 单片机作为控制

器应用特点和开发方法，熟悉常

用单片机控制电路、能熟练使用

C51 编程开发。 

 

1.单片机的结构及应用特点。 

2.C51 的基本应用，常用功能的编

程方法。 

3.中断应用技术 

4.定时、计数的应用技术  

5.常用接口，如键盘与数码管显

示、点阵 LED 显示的电路和编程方

法。 

6.串行通信及编程 

初期使用单片机

仿真软件进行教

学实训，以降低

难度。 

中后期引入单片

机实训箱或单片

机学习板，学习

真正的单片机开

发技能。 

4 
单片机控制

实训 

使学生掌握为小型机电设备设

计单片机控制电路，设计 PCB，

焊接电路板，编写、调试单片机

控制程序的技能，满足企业对小

型机电设备低成本控制方案的

需求。 

1.绘制控制板原理图 

2.控制板 PCB 设计 

3.元件焊接 

4.基本软硬件调试 

5.开关量控制 

6.模拟量（温度信号）检测 

7.模拟量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实

现电机调速 

基于项目制作制

的原则，采用理

论实践一体化的

教学方式进行课

程教学 

5 
电工安全技

术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电气和机械

知识，掌握电工的基本技能，能

读懂一些简单的电气控制线路

原理图和照明线路图，熟练掌握

常用电工工具以及电工仪器、仪

表的使用，能完成简单的电气控

制线路的连接以及故障诊断排

除。 

1.电工仪表与安全用具使用 

2.电工电路安全操作技术 

3.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4.作业现场应急处理 

基于项目制的理

论实践一体化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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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LC 应用及

工业组态 

使学生熟悉三菱 FX 系列 PLC（可

编程控制器）的应用特点、型号

及选用原则，熟悉梯形图编程、

SFC（顺控功能图）编程，掌握

触摸屏应用和工业组态的方法。 

1.梯形图编程 

2.步进指令及状态编程 

3.应用指令及编程 

4.特殊功能模块及其应用 

5.工业组态应用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7 电气 CAD 

使学生掌握电气CAD软件的使用

方法，绘制基本动力电路图及常

用机电设备电气设计图纸。 

绘制低压电气元件 

绘制典型电气控制电路图 

绘制普通车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平面磨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平面磨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摇臂钻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万能铣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万能铣床电气电路图 

绘制数控车床电气电路图 

PLC 控制模块绘制 

电气控制柜设计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仿真平台

进行课程内容的

教学 

8 
自动化生产

线综合实训 

使学生学习自动化生产线功能

和结构组成，掌握生产线的安

装、调试方法，PLC 编程和触摸

屏组态设计。 

触摸屏与 PLC 的配置、编程 

传送带的多段速控制 

传感器、电磁阀的安装及调试 

气缸的机械安装、气路安装及调试 

自动化分拣线的调试 

PLC 的网络通信 

伺服电机的控制和调试 

传送带的位置检测 

自动化生产线装置综合调试 

基于综合项目方

式进行课程内容

教学，采用信息

化平台辅助进行

学习过程记录 

9 
工业机器人

技术基础 

使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基本

构成和工作特点，掌握工业机器

人的基本操作与编程方法。 

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和驱动 

工业机器人的坐标系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设置 

工业机器人的运动与指令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0 

工业机器人

应用系统建

模 

使学生掌握三维设计软件的使

用和建模设计方法，能为工业机

器人应用系统设计、绘制适用的

三维机械结构模型。 

系统建模技术概况、建模软件安

装、草图绘制、零件图绘制、装配

图绘制、基本运动仿真、模型导入

及系统仿真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1 

工业机器人

系统离线编

程与仿真 

使学生掌握一到两种工业机器

人离线编程与仿真软件，进行工

业机器人的离线编程、调试及仿

离线编程与仿真技术概况、常用离

线编程与仿真软件特点、软件装、

软件设定、系统模型构建、组建使

采用仿真教学手

段进行课程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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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机器人工作站方案设计和验

证。 

用、离线编程、系统综合仿真、现

场设备离线编程及调试 

 

12 
工业机器人

现场编程 

通过涂胶、搬运、喷漆等常用工

艺的实践，使学生了解各种工业

机器人的应用，熟练掌握工业机

器人的操作和现场编程、调试方

法和技能。 

工业机器人系统构成、安全操作规

程、系统基本设置、示教器使用、

坐标设定、指令使用、程序编辑、

系统备份、搬运等基本应用系统综

合示教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理论实践

一体化的方式进

行现场教学。 

13 

工业机器人

视觉技术及

应用 

了解机器视觉技术在工业机器

人应用系统集成项目的的作用，

掌握视觉技术在质量检查、工业

机器人实现视觉分拣和结合工

业机器人实现视觉位置补偿方

面的应用技术。 

机器视觉的一般原理、典型机器视

觉系统的硬件构成、软件设置开发

方法、程序编制等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4 

工业机器人

应用系统集

成 

使学生掌握为特定功能的工业

机器人工作站项目进行集成设

计，综合应用机械结构建模、传

感器应用、I/O 及通信总线、电

气及PLC控制、气压与液压传动、

工业组态、机器视觉等知识和技

术，能承担一般工业机器人安装

施工、调试与维护、编程与控制、

测试验收等工作任务。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一般过

程、工业机器人 IO 接口技术、工

业机器人外围通信技术、工业机器

人典型工装系统、工业机器人应用

系统程序调试方法、工业机器人应

用系统程序整体运行等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5 金工实习 

使学生初步具备基本的机械工

艺加工知识和一定的实操技能；

同时培养基本的职业素养和工

程素养，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

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铸造实训  

焊接实训 

铣、刨、磨工实训 

数控实训 

钳工实训 

车工实训 

通过实际产品制

作的方式实施课

程内容教学 

16 工程制图 

使学生提升空间想象能力和思

维能力。能阅读零件图与简单装

配图，具有运用尺规绘制零件图

的能力，并具有使用计算机 CAD

软件绘制零件图的能力。 

投影基础 

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组合体 

物体的表达方法 

零件图 

装配图 

AutoCAD 软件命令的基本操作 

零件图抄画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7 
机械设计基

础 

使学生能够了解相关的力学知

识，掌握各种传动机构的构造、

原理和传动特点，掌握通用零件

或标准零件的设计规范，了解

力学基础 

常用机构设计 

传动机构设计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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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设计计算的一般方法，具有

初步的机械设计能力。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8 
机械制造基

础 

使学生掌握金属冷加工、热加工

的工艺基础知识，具有选择材料

的能力；具有选择毛坯及其制造

方法的能力；具有选择热处理方

法的能力；具有选择机械加工方

法的能力；具有初步制定机械加

工工艺的能力；具有合理标注零

件加工要求和公差配合的能力。 

材料及热处理部分 

热加工部分 

测量技术基础 

冷加工部分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19 
智能制造系

统 

使学生融合自动化立体仓库、工

业机器人、CAD/CAM 技术、数控

技术、在线检测、工业物联网技

术、RFID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仿

真软件、MEMS 软件等多项先进制

造技术，构建一条综合应用度

高、符合工业化标准的实际制造

系统。了解定制化产品在互联网

派单+智能自动化生产的整个过

程。本课程旨在促进智能制造领

域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的提

升和培养。 

1.立体仓库仓储模块（负责系统工

件存储（毛坯、半成品、成品、次

品）； 

2.工业机器人上下料模块（负责代

替人工进行出入库、搬运及机床上

下料）； 

3.数控加工模块（自动化加工和在

线测量）； 

4.系统信息总控模块（将智能制造

仿真软件、CAD/CAM 数字化设计软

件与 MES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进行

联结，通过工业总线联网，控制各

分模块同主控做数据交换，起到监

控并协调管理各分站模块按流程

作业的功能。） 

1.建设基于信息

化环境下的课程

学习平台，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

参与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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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学  期 4 总学时 90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电气控

制的基本控制规

律及控制系统分

析；可编程序控

制器概述。   

常用电气控制环节、控制规

律；可编程序控制器概念、特

点及在电气控制中的应用 

 

以电机的拖动控制，定时，到位、各种保护的案例实施

教学，从电气控制导入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概念及应用特

点。 

 

模块二：基本指 PLC 的硬件认识和编程软件的 常用控制环节的编程方法；从景观灯的控制，十字路口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C 语言程序设

计基础 

 

智能产品制作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

业

（

顶

岗）

实

习

与

实

习

报

告 

 

单片机控制实

训 

 

自动化生产线

综合实训 

 

工业机器人应

用系统集成 

 

 

智能制造系统 

电工安全技术 

机械设计基础 

电气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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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制图 机械制造基础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电工与电子技

术 

 

工业机器人技

术基础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工业机器人现场

编程、工业机器人

视觉技术及应用 

 

金工实习 

单片机应用技术 

 

PLC 应用及工

业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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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及应用实训 

 

使用，输入简单的梯形图，了

解输入输出、中间继电器的使

用、定时、计数的使用。 

的红绿灯、电动机等的控制实例实训，掌握基本指令的

应用。 

模块三：可编程

控制器步进指令

及状态编程法 

 

步进指令与状态图表示方

法 

 

通过电机的步进控制，企业生产机械的步进控制实例了

解并掌握步进的应用。 

模块四：应用指

令及编程方法 

应用类指令的种类，编程方法

及特点 

以红绿灯控制，自动洗车机控制，自动售货机实施教学，

讨论实际产品的开发过程，自行选题模拟实际产品设计 

模块五：特殊功

能模块及其应用 

 

A/D 及 D/A 模块的原理、结构

及应用 
从工程应用了解特殊功能模块的原理、进入及输出信号，

讨论应用的实例。 

模块六：工业组

态应用 

学习至少两种工业组态软件

与 PLC 的综合应用方法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Designer 的编程组态应 

用 

昆仑通态 MCGS 软件的组态应用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多媒体教室及 PLC 实训室（配置 PLC 实训台及辅助电脑设备）进行。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 PLC 应用项目，有丰富的电气控制和 PLC 编程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

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2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单元 1 软件的基本操作 项目 1 软件基础 了解软件的具体功能 

项目 2 草绘 
掌握基本图元绘制、编辑；理解尺寸

标注原则及修改方法；学生综合练习 

单元 2 零件设计 

项目 3 典型实体零件设计 

拉伸、旋转、扫描、混合、孔、壳、

筋、拔模、圆角特征创建和修改；基

准特征（基准平面、基准轴、基准曲

线、基准点、坐标系）；高级特征（扫

描、螺旋扫描、边界混合等）；特征

操作（复制、镜像、移动、合并、裁

减、阵列、填充、投影、包络、延伸、

加厚等）；零件修改 



 42 

项目 4 典型曲面零件设计 

面组概念，理解创建曲面的方法；带

曲面创建以及曲面修剪；工业机器人

附件模型 

单元 3 零件的装配 
项目 5 零件装配仿真 

装配元件；典型工业产品自顶向下设

计；运动仿真 

单元 4 零件工程图 项目 6 零件的工程图 工程图操作；案例分析和设计 

单元 5 拓展练习 
项目 7 综合实训 

实际产品自顶向下设计（含标准件选

型）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实训室（配置 Solidworks2016 或 Pro/E Wildfire5.0 以上版本的计算机）进

行。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机械设计相关应用项目，有丰富的建模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3 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仿真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认识、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了解工业机器人仿真应用技术；

掌握仿真软件的安装 

软件界面认识 认识仿真软件界面 

基本仿真工作站 仿真运行机器人 建立基本仿真工作站 

建模 建模 掌握基本建模功能 

离线轨迹编程 目标点调整及轴配置参数 掌握离线轨迹编程的方法 

Smart 组件应用 Smart 组件应用 掌握 Smart 组件的应用方法 

带导轨和变位机的机器人系统仿真 带导轨的机器人系统仿真；带

变位机的机器人系统仿真 

带导轨的机器人系统仿真；带变

位机的机器人系统仿真 

ScreenMaker 示教器用户自定义 根据应用需求特点设置自定

义界面 

根据应用需求特点设置自定义界

面 

使用仿真软件的在线功能 使用仿真软件的在线功能 会使用仿真软件的在线功能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实训室（配置 RobotStudio 6.08 机器人仿真软件, Solidworks2016 或 Pro/E 

Wildfire5.0 以上版本）进行。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和仿真相关应用项目，有丰富的离线编程和仿真经验，具有副教授

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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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4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广数机器人的基本操作 1.熟悉示教器的使用； 

2.熟练广数机器人的手动操

作。 

1.认识示教器； 

2.广数机器人的手动操作。 

广数机器人的程序数据、程序编程、

I/O 控制 

1.熟练完成 TCP 走线 

2.熟练完成搬运项目 

1.建立程序 

2.理解 I/O 电路 

3.编程调试 

ABB 机器人的基本操作 

1.熟悉示教器的使用； 

2.熟练 ABB 机器人的手动操

作。 

1.认识示教器； 

2.ABB 机器人的手动操作。 

ABB 机器人的程序数据、程序编程

及硬件连接 

1.熟练建立程序数据； 

2.熟练设定三个关键程序数

据； 

3.掌握应用 RAPID 程序指令

建立 RAPID 程序是，熟练完成

TCP 走线； 

4.熟练操作 ABB 机器人本体

和控制柜的硬件连接。 

1.建立程序数据； 

2.三个关键程序数据的设定； 

3.应用 RAPID程序指令建立 RAPID程序完

成 TCP 走线； 

4.ABB 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的硬件连接。 

ABB 工业机器人的搬运码垛工作站

编程 

1.熟悉工业机器人在搬运中

的应用； 

2.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工作

站构成； 

4.掌握工业机器人工具尺寸、

重量、 重心等设定方法； 

5.能对工业机器人搬运工作

站进行编程操作。 

1.搬运码垛工作站机器人工具设定； 

2.工业机器人搬运码垛工作站编程。 

ABB 工业机器人的压铸工作站编程 

1.熟悉工业机器人在压铸中

的应用； 

2.掌握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

站构成； 

4.能对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

站进行编程操作。 

1.压铸信号的设定； 

2.工业机器人压铸工作站编程。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广数机器人内容在工业机器人基础实训室，ABB 机器人内容在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进行，配置 4

套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台。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集成项目，有丰富的编程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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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及应用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机器视觉的工作

原理 

机器视觉的系统构成 

机器视觉的工作内容 

 

图像采集 

图像分析 

工业机器人与视

觉系统的集成 
视觉系统的集成 

工业机器人与视觉系统的通信连接 

视觉软件操作与设置 

检测应用 质量检查 
工件数量检测 

工件质量检测 

 分拣应用 分拣应用 
视觉检测与分拣应用 

补偿应用 补偿应用 
视觉检测与位置补偿应用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进行，配置 4 套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台，每台含有机器视觉系统。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工业机器人视觉应用项目，有丰富的工业机器人及视觉应用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

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6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机械安装 
熟悉机器人本体及周边设备

的机械结构 
机械系统拆装与调试 

电气系统、PLC 及气路的安装与调试 
能看懂电气原理图并能按图

安装 
电气系统、PLC 及气路的安装与调试 

工业机器人的总线连接 
理解总线及通信协议，以及相

应的通信编程方法 

工业机器人与 PLC等设备的总线连接及

通信协议 

搬运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搬运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搬运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码垛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码垛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码垛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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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 与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 与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 

打磨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打磨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打磨工作站的系统集成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场地：本课程在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进行，配置 4 套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台。 

教师：任课教师需要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集成项目，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具有副教授或讲师、工程师以上职称。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采用合作企业的项目案例辅助教学 

 

核心课程 7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触摸屏

与 PLC 的配置、

编程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 

Designer2 的使用及人机界面

编 、与 PLC 的匹配用法；其

它品牌触摸屏编程软件的认

识 

人机界面编程练习、与 PLC 的匹配练习；威伦触摸编程软件

的练习 

模块二：传送带

的十五段速控制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原理，认识变频器的作用；掌

握变频器的接线方法；掌握变

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法；实现由

人机 面操作的十五种速度

可调的传送带控制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理论学习；变频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接

线练习；认识变频器各重要参数的意义，练习变频器参数的

修改、设置；使电机能输出十五种频率，传送带能以十五种

速度运行。 

模块三：传送带

的无级调速控制 

掌握使 FX0N-3A 模块产生

0~10 模拟信号的方法；掌握

变频器由模拟信号给定频率

的方法、相关参数的设置；实

现由人机界面 0~60Hz 任意设

置频率（速度）的传送带无级

调速控制 

理解 BFM（缓冲寄存器）的意义，练习 PLC“TO”指令的使

用，准确操作 FX0N-3A 模块的模拟 号输出功能，并能校准

信号；练习由模拟信号给定频率的相关参数设定；使变频器

能输出一定范围内的任意频率。从而使传送带获得无级调速

 效果。 

模块四：传感器、

电磁阀的安装及

调试 

掌握传感器的作用、接线方

法。；掌握传感器的调试方法；

掌握电磁阀的安装及调试方

法 

练习传感器与 PLC 输入端口的接 方法；明确调试传感器调

试的首选方法是位置法，次选方法是灵敏度旋纽调节法；练

习电磁阀基座、阀体、导线、气路接口、气管的安装、调试

方法。 

模块五：气缸的

机械安装、气路

安装及调试 

掌握气缸的机械安装方法；初

步掌握Festo液压气动仿真软

件 FluidSIM 3.6 的使用方法，

能建立常用的气动模型，从而

理解常用气动回路 工作原

练习气缸的机械安装；练习 FluidSIM 3.6；调试气路，实现

PLC 对气缸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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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际气路的调试方法。 

模块六：自动化

分拣线的调试 

在自动化分拣线设备上进行

综合调试，实现各种工件的识

别、分拣。 

按工件分拣要求完成安装、编程和综合调试。 

模块七：伺服电

机的控制、定位

装置的调试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步进

电机和步进驱动器）的认识；

掌握PLC高速脉冲指令的使用

方法 

使用 PLC 控制伺服（步进）电动机，进行定位控制练习 

模块八：传送带

的位置检测 

旋转编码器的认识；掌握 PLC

高速计数器使用方法。 

采用 PLC 的高速计数器检测传送带旋转编 器 脉冲数量，

从而对传送带上的物 进行精确操作。 

模块九：自动化

生产线装置综合

调试 

每个小组定点一台自动化生

产线设备，完成安装、编程、

调试的任务，实现设备自动运

行的各项功能。 

各小组同学分工合作，对设备进行机械调整、电气安装、PLC

和 HMI 编程、整机调试。并提交训练报告。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师：具有丰富的电气控制、液压、气动的相关经验，熟练掌握 PLC 开发应用能力，具有自动化生产线安装、编程、

调试的企业实际经验。 

教学设施：具有自动供料、自动分拣、液压冲压、双轴加工模块、直线坐标机器人、自动仓储、机器视觉检测模块

等自动化生产线装置 

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化、项目教学。 

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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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 3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3 54 54 0 √ 4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30.5 549 371 178 21.5 9.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520048
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
4.5 81 72 9 √

5

1 1520103

金工实习

（Metalworking

Practice）

2 36 2 1 ▲

2 1520049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C Language

Programming Foundation)
2 36 18 18 ▲

2

3 1520013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Graphics) 5 90 45 45 ▲ 5

4 1520014 单片机应用技术 3 54 27 27 ▲ √ 3

5 1520099
机械制造基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e)
4 72 54 18 4

18.5 333 216 117
12 7

2 36

1 1520291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Technic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2 36 18 18 3

3 1520096
机械设计基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Design)
4 72 63 9 4

4 1520084
电工安全技术(Electric Safety

Techniques)
5 90 36 54 ▲ 5

5 1520286 电气CAD（Electrical CAD） 3 54 27 27 ▲ 3

14 252 144 108 3 0 9 3 0 0

1 1520282
PLC应用及工业组态(PLC Applications and

Industrial Configuration)
5 90 45 45 **▲ √ 5 1 1520145

单片机控制实训(MCU

Control Training)
3

54 3 5 ▲

2 1520283 2 0620480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训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Training)

4 72 4 5 **▲

5 90 45 45 0 0 0 5 7 126

1 1520292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Modeling of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 System）
4 72 0 72 **▲ 4 1 1520113 毕业（顶岗）实习与实

习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2 1520294

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编程与仿真（Offline

Programming and Simul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System）

4 72 18 54 **▲ 4

3 1520296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Programming of

Industrial Robots）
3 54 18 36 **▲ 3

4 1520296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及应用（Vis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3 54 27 27 **▲ 3

5 1520293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Applic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4 72 18 54 **▲ 4

18 324 81 243 4 6 4
18 324

1 1520149
工程创新训练(Engineering Innovation

Training)
2 36 18 18 2 1 1520315

移动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实训（Mobile Robo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Training）

3 54 3 ▲

2 1520150
Python程序设计(Python Programming)

3
54 0 54

▲ 3

3 1520151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2 36 18 18

4 1520152 焊接技术（Welding Technique） 3 54 27 27 ▲

5 1520153 电路板设计（PCB Design)） 3
54 18 36

▲ 3

6 1520154 品质管理（Quality Control） 2 36 27 9 2

7 1520155
智能制造系统(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3

54 27 27
▲ 3

8 1520290
工业机器人工装夹具设计（Fixture design

of industrial robot）
3 54 27 27 ▲

12 216 108 108 0 0 0 5 8 0 0

108.0 1944 1055 889 26.5 25.5 24.0 23.5 19 18 37 666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5

6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

A(机电

控制）

（专业必

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机器人

应用）

（专业必

修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小计

小计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内容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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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59  1055  40.42% 

实践教学 86  1555  59.58%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40.5  729  27.93% 

专业（技能）课 82.5  1485  56.90%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0  180  6.90% 

专业（技能）课 12.0  216  8.28% 

总学时/学分 145.0  2610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相关领域中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具备本专业相应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 

具有扎实的工业自动化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协作意识，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及科研工作，责任心强。 

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熟悉所任教课程涉及的岗位对知识、技能和

基本素质的要求，教学水平高且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 

熟悉信息化工具，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程教学实施改

革及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从事与本专业相关领域（如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等）工作的企业员工，

原则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业技术资格等级。 

具有扎实的自动化相关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职

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有一定的培训和教学经验，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等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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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计算机绘图实训室 工程制图实训 工程制图 40 台计算机 

智能制造实训室 

数控加工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4 台加工中心、数

控铣、数控车多台 
计算机辅助制造实训 

机械制造工艺实训 

智能制造实训 智能制造系统 
1套智能制造综合

实训平台 

机械测量实训室 
机械测量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10 台 3D 打印机 
3D 打印实训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实训

室 

计算机辅助制造实训 机械制造基础 

60 台计算机 

电气 CAD 实训 电气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 

机械设计基础 三维 CAD 实训 

机械设计实训 

工业机器人建模实训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建模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

真实训 

工业机器人系统离线

编程与仿真 

电子与电工技术实训室 电子与电工技术实训 电工与电子技术 
20 台电子电工实

训台 

电工安全实训室 电工安全技术实训 

电工安全技术（特种

作业操作（低压电工）

考证） 

10 套特种作业操

作（低压电工）考

证实训设备 

单片机实训室 

单片机实训 单片机应用技术 

40套 51单片机实

训箱，30 台计算

机 

C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PCB 设计实训 电路板设计 

智能产品制作实训 智能产品制作 

单片机控制板设计与制作

实训 
单片机控制实训 

PLC 控制实训室 

 

PLC 实训 

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 
30套 PLC实训台，

30 台计算机 工业组态实训 

物流与自动分拣实训室 自动化分拣线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训 

6套自动化分拣实

训台，1 套综合物

流分拣实训设备 

柔性生产线实训室 柔性生产线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1套柔性生产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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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训设备、1 套自动

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设备 

工业机器人基础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示教实训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5套工业机器人实

训设备、1 套半实

物工业机器人虚

实训台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实训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4套工业机器人综

合实训台、10 台

可拆装工业机器

人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实训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

及应用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实训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

集成 

校

外 

华南理工大学实训基地 金属工艺实习 金工实习 

具有铸造、 

焊接、铣、刨、磨、 

数控、钳工、车工

实训车间 

南海实训基地 
机械加工、机械设计相关

实习岗位 

工程制图 

1、配备企业教师

对学生实习进行

指导和管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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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机械加工、

机械设计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瑞松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

线、机械加工、机械设计

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东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

线、机械加工、机械设计

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国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

线、机械加工、机械设计

相关实习岗位 

毕业（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成立专业负责人及课程团队组成的教材选用小组，负责专业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建立

教材选用审核制度，由任课老师提出选用教材，课程团队负责人初审，专业团队负责人最后

审定。 

教材使用过程中要充分收集和调查学生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教材的使用及改进

建立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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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必修课教材应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的教材。 

专业课教材优先选用大型出版社出版的职业教育国家规划类教材，一体化教材。 

鼓励专任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校本课程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学校图书馆应该配备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学习的相关纸质文献资料和电子文献资料。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工业机器人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设计手册

等；工业机器人专业技术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不少于 5种以上工业机器人技术类专业

学术期刊。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专业课程需配置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 

配备 RobotStudio、RobotDK等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

年更新。 

配备 51单片机编程与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配备三菱、西门子 PLC编程与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配备 UG等三维建模与设计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四）教学方法 

突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结合专业和课程的特点，采用适合于课程内容

的、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的的、让学生参与其中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教学中，主要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法，通过项目任务的组织方式，引导学生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课程学习中，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五）学习评价 

1．学生课程学习评价方式根据课程性质不同，执行不同的评价方案。 

（1）纯理论课程采用结果性评价方式，主要以课程结束后的理论考核成绩为主。 

（2）理论实践课程主要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其中课程的理论知识部分可以通过学习

过程中的在线考试或期末考核方式进行评价，课程的技能能力部分采用实训过程+实训考核

的方式进行评价。 

（3）纯实践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综合考核评价方式进行。 

2．毕业实习环节采用实习过程记录、实习指导教师评价及企业指导教师评价的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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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所有课程需针对课程知识和技能达成度的目标，制定各门课程的学习评价方案，体现

不同课程的学习评价个性化设计。 

（六）质量管理 

1．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证体系》（以下简称质量标

准）的文件精神，结合本专业自身的特点，成立以专任教师、企业人员、系部管理人员组成

的专业质量管理小组。围绕质量标准中的要求，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诊断和改进工作。 

2．围绕质量标准要求和工作内容，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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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3．根据质量标准要求，以专业团队和课程团队为实施机构，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

管理，开展专业团队教师之间的听课、评教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定期开展公开课、 示范

课等教研活动。 

4．在教学实施中，采用信息化平台采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情况做到定期分析，分类指导。 

5．建立人才培养质量定期汇报及总结制度，学期结束时，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别

编写课程及专业质量保证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不断循环的方式，提升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6．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

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 

专业群是以机电一体化技术省重点专业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核心专业---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为龙头，以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为支撑，构成专业群核心；以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特色，构成两翼。为珠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培养面

向工业机器人集成、机械（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自动化装配、汽车智能检测与维修、智

能设备售后服务等技术岗位工作，具有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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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  

名称 智能制造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机电一体化技术 3、机械设计与制造 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应

用电子技术 

核心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单片机应用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智能产品制作》、《金工实习》、《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中选择不少于 4 门作为专业群平

台课程。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中的机械基础类、电工电子基础类课程师资在专业群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校内基地共享：校内机房类通用实训室，CAD/CAM 实训室、电工电子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

汽车维修实训室（基础机械零部件识别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金工实习）。 

 

专业特色： 

与广东擎天粤鼎模具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厂中校教学基地，实践“四共”（“场地共建”、

“设备共享”、“资源共融”“人才共育”）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实现授课、实训、顶岗就业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与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广州东焊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等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在课程建设、师资队伍、企业教学、资源资格培训

等方面深度合作（已经开设共建课程 4门、提供兼职教师 5人，正式出版教材 1册，开展考

证培训 12期，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融入行业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把职业技能标准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活动，把职业素养培

养融入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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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依托各种技能竞赛、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创新意识。对所有的

学生实施创新创业普及教育，进行创新创业基本素质的培养。 

加强先进测量、设计、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应用的教学，及时更新专业课程内容，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及创业奠定基础。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 

在机械制造基础、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PLC 应用及工业组态、自动化生产线综合

实训、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单片机控制实训等课程中，在新材料、新设计、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拓展学生视野；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采用多种形式，运用头脑风暴法、

希望点列举法等具体的创新技法，训练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 

开设《智能产品制作实训》课程，围绕机器人产品的制作进行训练，拓展学生的创新思

维。 

（三）科研项目结合创新创业教育 

组建系创新创业团队，把一些项目的创新点作为优秀案例引入到课程教学。结合现代电

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能竞赛，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四）企业案例教育充实创新教育 

依托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等校企合作基地，通过学习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等方面的开发案例，学习观摩企业一线的创新实践活动；通过具体企业的成长案例，解读领

会创业精神。 

（五）考核环节体现创新评价 

在主要专业课考核环节，采用形成性考核，对采取创新性方法或提出创新思路的学生设

置加分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十一.【第二课堂】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参加国家、省市组织的挑战杯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职业技能竞赛。参加校内组织的工业机器人编程竞赛；参加广东省高职工业机器人技能大

赛、全国性行业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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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专业相关的社会服务，开展用电安全、节约用电宣传服务。 

参加各类系、院组织的各项文化体育活动和竞赛。 

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艺术欣赏讲座等加强学生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三）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 特种作业操作（低压电工）证书 

2．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四级）证书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3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5    学分（学时达  2610      ）方可毕业。 

                                             

              编制人：龚雄文、胡佳宗、王越超、陈建环、鲁霞、李小曼、叶元杰等 

审定人：胡佳宗、温炜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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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代码：560702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    制：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汽车后市场一、二、三类汽车维修企业。培养学生掌

握汽车发动机构造与修理、汽车底盘构造与修理、汽车电子控制装置控制与修理、汽车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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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

等级证书举例 

装备制造大类

（56） 

汽车制造类

5607 

汽车制造业（36） 

机动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品维

修业（81） 

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6-22-02） 

汽车摩托车维修技

术服务人员

（4-12-01） 

汽车质量与性能检

测； 

汽车故障诊断； 

汽车机电维修服务

顾问； 

汽车维修(领域)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汽车维修工（中级） 

汽车维修工（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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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与修理、新能源汽车维护与诊断、整车销售等核心知识；车辆维护作业、汽车（含新能

源汽车）机电维修等核心技能；能独立完成汽车后市场技术服务，对传统乘用车及新能源汽

车维修领域综合工程问题做出诊断，并提出优化解决方案；能进行维修工程组织协调与管理，

组织汽车维修及售后服务工程项目团队，开展工程项目实施；具有爱岗敬业、诚信公正的基

本素养，具备在职业工作领域中的沟通能力、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具备主动学习能力，

掌握汽车智能化发展新方向的基本知识，建立围绕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视野和创新创业意

识；能胜任汽车维护岗位、汽车机电维修岗位、前台接待岗位及汽车售后等岗位工作，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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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自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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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1 
人文与科学

素质。 

具有沟通能力，基本工具使用；养成敬业、诚信

公正的职业工作作风，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逐

步提高和完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具备良好的

团队合作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50 

国学精粹 50 

2 职业素质。 

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与人和睦相处，吃苦耐劳；

围绕专业领域领悟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如细致

的观察、实验和检测、调查方法等），养成不断

探索技术问题真相的科学精神；具有现代环境保

护意识，安全意识。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

新创业指导 
50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50 

劳动实践 

3 身心素质 

具有合格的大学生健康体格；具有认知自身情

绪、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具有自我激励能力，

能主动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正确支配自己

的行动。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20 

体育 50 

军事技能训练 30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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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用科学知识 

掌握用于工学应用领域中的工程数学及

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 

高等数学 70 

信息技术 30 

2 
人文与社会科

学知识 

掌握从事工程实践中所涉及经济、环境、

法律、伦理等因素相关的思想与法律基

础、政治与形势、职业礼仪、国学文化、

英语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0 

职业英语 1、2 40 

国学精粹 20 

形势与政策 10 

（2）专业知识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1 

本专业所属工程学科

所需的系统化的、基

于理论的工程基本原

理 

掌握本专业所面向机械领域

中的通用机械学、电学、控

制学理论知识 

汽车机械基础 30 

电工与电子技术 40 

汽车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15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15 

2 

为本专业所属子学科

提供专门性工程知识

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

系 

掌握适用于汽车工程领域中

的汽车构造及工作原理、汽

车理论基础知识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40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40 

汽车理论概论 
20 

3 

为使用实践性技术的

工程提供支撑的知

识； 

掌握对汽车维修实践技术提

供支撑的各系统工作原理、

结构、诊断知识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15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15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20 

汽车底盘电子控制技术 20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20 

汽车电路识图 10 

掌握对新能源汽车维修实践

技术提供支撑的各系统工作

原理、结构、诊断知识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检修 4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

维护技术 
40 

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20 

掌握对汽车客户服务实践工

作提供支撑的营销学、客户

服务、保险学基础知识 

汽车销售 25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 25 

汽车保险与理赔 25 

机动车鉴定评估 25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1 

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能运用法律法规知识对社会

通用问题中的相关责任进行

识别和处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60 

汽车保险与理赔 20 

机动车鉴定评估 20 

2 

沟通 能和实际工作过程相关联岗

位的不同人群进行有效沟

通，能解释和演示相关工作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15 

汽车销售 15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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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毕业（顶岗）实习 60 

3 

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

的角色以及应用工程

技术的争议问题的理

解：如伦理，对经济、

社会、环境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掌握对汽车技术及维修作业

中的能源使用、废旧材料处

理及作业安全产生的争议问

题所提供支撑的知识。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40 

毕业（顶岗）实习 

60 

（2）职业专门能力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综述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1 

 

问题分析能

力、理解和

运用知识能

力、评价及

判断能力 

汽车后市场技术

服务（识别、阐

述、分析广义的

工程问题、车辆

维修领域中的实

践问题，运用机

械学、汽车原理、

汽车检测工具等

载体得到可以证

实的结论 

分析机械工程领域中的

通用机械学、电学典型工

程问题。 

汽车机械基础 
30 

电工与电子技术 
70 

发现车辆异常并能使用

汽车工程领域的理论知

识进行潜在原因、维修方

案策划分析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30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30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检修 2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

维护技术 
20 

使用汽车服务工程领域

中的相关理论对车辆服

务中的客户需求、方案策

划和选择相关问题的分

析 

汽车销售 50 

汽车保险与理赔 

50 

理解汽车工程、

汽车维修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的

主要理论知识，

并将其运用到车

辆 技 术 状 态 分

析、车辆故障排

除分析及汽车技

术服务实践的能

力 

（1）能理解和运用汽车

工程领域中的汽车结构

知识及汽车维修工程中

的故障检测知识完成汽

车典型零部件维修作业

中的更换、分解及检测作

业任务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50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50 

（2）能够理解和运用汽

车工程领域中的汽车结

构知识及汽车维修工程

中的汽车维护知识完成

车辆不同周期的基本维

护作业任务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100 

理解和运用汽车工程领

域中的汽车电路分析知

识及汽车维修工程中的

电路检测知识完成车辆

典型电控系统、电器系统

故障诊断及排除作业任

务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30 

汽车底盘电子控制技术 20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30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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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运用汽车工程领

域中的汽车电路分析知

识及汽车维修工程中的

电路检测知识完成新能

源车辆动力电池检修作

业任务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检修 
5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

维护技术 
50 

理解和运用汽车服务工

程领域中的客户沟通、营

销技巧、保险学的理论知

识完成汽车服务领域中

的车辆销售、车辆保险服

务、车辆接待服务典型工

作任务 

汽车销售 40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 30 

汽车保险与理赔 

30 

维 修 方 案 的 选

择、维修过程中

的数据测试结果

判断、车辆维修

后的技术状态判

断进行评价 

判断车辆维修项目的竣

工状态，针对不同的维修

方案进行合理性和优化

性判断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15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15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15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15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20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20 

2 设计与开发

解决方案能

力 

维修工程组织协

调与管理。组织，

汽车维修及售后

服务工程项目团

队，开展工程项

目实施。为汽车

维修工程和汽车

服务工程领域中

的实践问题设计

解决方案 

在车辆维修工程中的电

器和电控维修领域，根据

典型故障现象，设计符合

维修作业安全、维修流程

逻辑合理的故障排除方

案 

汽车电路识图 20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20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20 

汽车舒适及安全系统检修 20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20 

针对车辆维护作业的基

本要求，设计车辆维护流

程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100 

根据汽车服务工程领域

中的客户服务需求，围绕

服务核心（车辆销售、车

辆保险方案设计、车辆评

估方案）进行服务方案设

计 

汽车销售 40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 30 

汽车保险与理赔 

30 

（5）职业拓展能力 

序号 质量标准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学习课程 权重（%） 

1 自主学习与

职业发展 

适应不断变化的汽车技术发展及服务模式，洞悉

行业发展方向及进行自我调整。 

持续学习和自我发展。具备有效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掌握围绕学习能力培养中的思维分

析、总结能力、资料阅读能力提升中的相关方法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

业指导 
40 

毕业（顶岗）实习 10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10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10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30 

具备汽车维修工程领域中的检测仪器选择和使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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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和工程问题分析中的信息化工具使用能

力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20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30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 20 

毕业（顶岗）实习 20 

2 研究 具备初步汽车智能控制小产品设计和研究的创

新能力 

单片机应用技术 20 

智能产品制作 200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60 

3 工程师与社

会 

具备针对社会服务领域、车辆智能化领域、车辆

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策划和实践的能力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100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核心课程 

职业/行业标准 

1 

汽车

基本

维护

岗位 

汽车底盘维护作

业、车身维护作业、

发动机维护作业、

电器维护作业。 

1、 阅读任务工单； 

2、 制定工作计划； 

3、 完成汽车基本维护项目； 

4、 判断汽车基本状态并进行记

录； 

5、 与同组人员或接待人员协同

完成作业； 

1、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2、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3、汽车一、二级维护实

训 

4、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检修 

5、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管理及维护技术 

1、《汽车维护、

检测、诊断技术

规 范 》 GBT 

18344-2016 

2、《汽车发动机

电子控制系统修

理技术要求》

GB/T19910-2005 

3、《汽车维修术》

GBT 5624-2005 

4、《汽车运用与

维修（含智能新

能源汽车）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 
2 

★汽

车机

电维

修工

岗位 

根据车辆维修的具

体内容负责组织、

实施对故障汽车进

行机械与电器系统

的检测、诊断与维

修； 

与相关人员进行业

务沟通和技术交

流。 

1、 判断汽车故障现象和潜在故障点； 

2、 针对故障点进行适当检测，

判断故障位置，提出维修方案； 

3、 拆装更换车辆故障零部件； 

4、 使用典型车辆故障检测设备

和工具； 

5、 检修车辆电子控制设备； 

6、 完成故障解决的维修报告写

作； 

1、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

修 

2、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3、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4、底盘电子控制技术 

5、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6、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检修 

7、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管理及维护技术 

8、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能

检测 

3 

汽车

前台

接待

岗位 

车辆进厂维修保养

的接待工作，根据

车辆的维修内容进

行派单；在维护过

程中完成与客户沟

通及服务：与保险

理赔、维修等部门

进行沟通联系。 

1、 使用前台接待软件系统 

2、 登记、咨询客户需求及车辆基

本信息； 

3、 根据车辆状况和对客户描

述，制定项目的目标、价格等信息； 

4、 了解车辆的基本维护和维修

内容； 

5、 与客户进行咨询和沟通； 

6、 与企业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和

协调工作。 

1、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

理实务 

2、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

象 

 

1、《机动车维修

服务规范》JTT 

816-2011 

2、丰田汽车客户

维修服务标准 

3、丰田礼仪工作

规范。 

4、丰田汽车销售

ssp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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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车

整车

及零

部件

销售 

客户购买意向的分

析和客户需求分

析；向客户进行产

品推荐；试车工作；

填写销售单据、车

辆上牌服务及交车

工作。 

1、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客

户需要； 

2、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介绍； 

3、了解汽车维护的基本常识，能

够对车辆保养和使用注意事项向

客户进行准确解释； 

4、掌握汽车销售服务作业流程及

电脑操作。 

1、 汽车销售 

2、 汽车营销策划 

 

5 

汽车

保险

查勘

及理

赔 

机动车辆出险后的

现场查勘； 机动车

辆的损失鉴定、评

估及理算；撰写公

估报告并跟踪审核

过程。 

1、准确描述各类车险所对应的理

赔范围； 

2、掌握事故车现场查勘作业流程

和操作； 

3、熟悉汽车基本结构，掌握汽车

基本维修项目，为定损方案提供建

议； 

4、了解保险理赔知识和流程，熟

悉事故车估损管理软件使用，掌握

电脑操作。 

1、 汽车保险与理赔 

2、 事故车查勘与定损 

 

1、保险从业人员

资格标准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

部规定的对全日制普

通高校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

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

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要求针对大学生成

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

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观和法治观教育，引导

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

素养和法律素养，成长

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想    1、素质目标 7、 毛泽东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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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概论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8、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

功底，充分了解世情、

国情和民意，熟悉大学

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

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

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

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

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

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

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

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

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健康教

育与训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3、心理健康知识概论

（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7、智慧树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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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

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

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

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8、学生心理健康信

息化管理平台 

9、大学生心理健康

活动与技能竞赛等校

内外实践平台 

6 
职业英语 1、

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

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

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

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

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

语听说、自主学习，交

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

未来、创办公司、公司

介绍、职场沟通、产品

介绍、求职招聘、联系

业务、推销产品和服务、

电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

训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

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7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

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

络化多媒体机房、局域

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

师要求具有丰富的信

息技术教学经验，能动

态掌握目前信息技术

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

强，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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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

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

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

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

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

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

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

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内

容，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立

志、好学、孝亲、诚信、

敬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岭

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时）、

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9 

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

新创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

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

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

正；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

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

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

申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

具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

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组建

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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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军事理论教

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

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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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技能训

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职业礼仪与

职业形象 

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交

往的基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

衣原则；了解中西餐餐桌礼仪；了

解国际见面礼、宗教礼仪。 

个人卫生礼仪；仪态礼

仪；仪表礼仪；宴请礼

仪；日常社交礼仪；涉

外礼仪；职业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学生

走姿、站姿、坐姿；化

妆实验室：训练学生职

业妆的化妆训练。同时

训练学生的色彩认知

与色彩搭配；多媒体教

室：用于茶道、餐饮礼

仪的视频展示 

13 高等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

化，把数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

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

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

概率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计算，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1、通识基础模块：基

本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

简单的一元函数积分

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

元函数微分学和积分

学、简单的一阶微分方

程求解(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

元函数微积分学，线性

代数，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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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

完成非均匀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

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化时的关

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

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

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实际或

然问题进行求解。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电工与电

子技术 

掌握基本交、直流电路、电磁

学的基本分析理论，能对基本

电路控制元件、模拟电路控制

元件、数字电路控制元件进行

准确的识别，并以基本电路及

汽车电路为载体，建立基本电

路的识别及分析思路。 

1、项目 1：直流电路基础 

2、项目 2：交流电路基础 

3、项目 3：磁路及电磁元件 

4、项目 4：二极管及晶体管 

5、项目 5：汽车典型电器元

件 

6、项目 6：数字电路认识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

下的课程学习平台，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 

3、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参与课程学习 

2 

C 语言程

序设计基

础 

使学生掌握C语言程序设计的基

础知识和方法，具备编写简单应

用程序的能力。为 C 语言在单片

机上的应用打好坚实的基础。 

数据类型、运算符、函数、

数组、程序流程控制、指针 

通过程序项目设计制作

的教学手段训练学生设

计能力 

2 
单片机技

术应用 

1、熟练使用常见单片机开发类

软件会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简单

编程。 

2、能使用编译器对程序进行编

译及调试。 

3、能对单片机的常见外围接口

电路进行控制。 

4、能完成单片机的各部分硬件

电路控制和软件之间的联合调

试 

5、熟悉小型单片机应用系统开

发流程，具备一定的系统调试及

排查故障能力。 

1、MCS-51 单片机及其开发

基础 

2、单片机 I/O 口控制 

3、单片机中断机制和定时器

应用 

4、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应

用 

5、单片机综合应用 

 

1、以真实任务为目标，

整个教学围绕任务的解

决展开，引导学生自主

思考，创新设计； 

2、软件仿真+开发板验

证的虚拟——实践的学

习方式。 

 

 

3 
计算机绘

图（A） 

正确应用正投影法来分析、绘制

和识读机械图样的能力和空间

想象能力；学会用绘图软件

（AutoCAD 软件）绘制平面图形、

中等复杂零件图、简单装配图及

简单三维造型的能力，并能标注

相关的尺寸和掌握相关技术要

1、机械制图基础和技能 

2、正投影基础 

3、基本立体的投影 

4、组合体 

5、机件表达方法 

6、常用件和标准件 

7、零件图和装配图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

的教学设施方式进行教

学组织； 

3、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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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8、AutoCAD 绘图 下的课程学习平台，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 

4 
汽车机械

基础 

具备汽车常用材料、常见机构和

常用零件等的认知能力、应用能

力，了解机械加工的基本方法，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及创新能力，使学生建立较强的

工程意识，并逐步养成严谨的工

作作风。 

1、汽车构件力学分析 

2、汽车常用机构 

3、汽车机械传动装置 

4、汽车常用机械零部件。 

5、汽车液压传动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讲授法、练习法、

实验教学、课堂讨论等

教学方法相结合进行教

学组织； 

5 汽车认识 

1、能识别汽车主要零部件位置，

并能准确说出所对应零部件的

名称。 

2、能针对主要零部件位置，说

明其与其他零部件或相同的链

接关系及基本作用； 

 

1、汽车整体构造与认识 

2、汽车发动机认识 

3、汽车底盘认识 

4、汽车电器系统认识 

5、汽车车身认识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实物观察、课堂

讨论、汇报展示等教学

方法相结合进行教学组

织； 

6 
汽车电路

识图 

掌握阅读汽车电路图的技巧，能

阅读德系、日系和美系电路图，

重点掌握丰田卡罗拉、大众迈腾

等车型的电路图的阅读方法，并

能针对电路图进行地电路基本

工作分析。 

1、汽车灯光电路认识 

2、电动门窗电路认识 

3、电动门锁电路认识 

4、电源电路认识 

5、仪表电路认识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案例、讨论引导

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组

织。 

3、提供原厂电路图资料 

7 

汽车电力

电子技术

基础 

1、了解汽车电力电子各零部件

结构、分类、原理等。 

2、熟悉汽车电力电子功能要求

及工艺流程。 

3、能按正确规范的工艺流程独

立完成汽车电力电子零部件检

修工作。 

 

1、汽车电力电子检修基础； 

2、整流电路的检修； 

3、逆变电路检修； 

4、直流-直流变流电路检修； 

5、交流-交流变流电路检修； 

6、PWM 控制技术； 

7、软开关技术； 

8、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案例、讨论引导

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组

织。 

 

8 

汽车发动

机构造与

维修 

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结构、原理、

维护和机械检修。同时建立故障

的诊断与排除的基本思路，突出

实际操作技能和可持续学习、发

展的能力，并培养诚实、守信、

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以及安

全意识。 

单元 1：发动机机械总成的

拆装及零部件认识 

单元 2：发动机曲柄连杆机

构检修； 

单元 3：配气机构检修 

单元 4：燃油供给系统检修 

单元 5：柴油机燃油供给系

统检修 

单元 6：冷却系统检修 

单元 7：润滑系统检修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

的方式组织课程学习内

容； 

2、采用案例、讨论引导

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组

织。 

3、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

的方式开展教学。 

4、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

下的课程学习平台，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 

 

 

9 

汽车底盘

构造与维

修 

1、掌握底盘传动系、行驶系、

转向系、制动系结构和原理。 

2、会进行底盘主要零部件的基

单元 1：汽车传动系检修 

单元 2：汽车行驶系检修 

单元 3：汽车转向系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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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养和维修。 

3、能依据车辆底盘出现的故障

现象，制定方案 

4、能阅读维修手册 

单元 4：汽车制动系检修 

 

10 

发动机电

子控制技

术 

1、掌握电控发动机各部件的结

构、类型、工作原理和检测方法； 

2、会分析判断发动机电控系统

故障原因及部位；  

3、掌握电控发动机检测的要点

和步骤； 

4、掌握电控发动机的故障诊断

和维修工艺。 

1、发动机电控系统的认识 

2、电控燃油系统工作不良故

障检修 

3、点火异常故障检修 

4、发动机进气不良故障检修 

5、发动机排放超标故障检修 

6、系统综合故障检修 

11 

汽车底盘

电子控制

技术 

1、掌握汽车底盘电控系统元件

与装置的基础知识。 

2、掌握底盘电控系统常规保养

的基础知识。 

3、正确选择检测设备和仪器对

汽车底盘电控系统进行检测和

维修。 

4.能对自动变速器、ABS 系统、

电控悬架和转向助力系统故障

进行诊断、检测和维修；  

项目 1 自动变速器维修与故

障诊断 

项目 2 ABS/ASR 系统的故障

诊断与维修 

项目 3 电控悬架系统的维修

与故障诊断 

项目 4 电控动力转向系统的

维修与故障诊断 

12 

汽车电气

构造与检

修 

具有汽车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

和汽车电气设备维修的基本技

能。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训

练，系统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结

构、基本工作原理、使用和维修、

检测和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1、汽车蓄电池的检测与维护 

2、汽车发电机的检测与维修 

3、汽车起动机的检测与维修 

4、汽车点火系的检测与维修 

5、汽车灯光系统的检测与维

修 

6、汽车仪表、信号、报警装

置及辅助装置的检测与维修 

7、汽车全车线路图的识读 

13 
汽车综合

故障诊断 

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训练，

使学生掌握车辆发动机、底盘、

电气等典型综合故障诊断流程，

制定诊断方案，并通过实践，完

成故障排除及分析报告的写作

工作。 

1、带故障码的发动机综合故

障诊断 

2、发动机数据流分析及故障

诊断 

3、底盘综合故障诊断 

4、车身电气系统综合故障诊

断 

1、采用案例、讨论引导

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组

织。 

2、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

的方式开展教学。 

3、结合汽车维修技能竞

赛项目实施方式组织课

程教学内容 

14 

汽车一、二

级维护实

训 

1、系统掌握汽车日常维护及新

车交付基础知识。 

2、系统掌握汽车维护作业安全

规范。 

3、能根据维修工单进行车辆

单元 1：汽车日常维护及车辆

交付 

单元 2：汽车 5000km 维护 

单元 3：汽车 20000km 维护 

1、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

的方式开展教学。 

2 按照丰田车辆维护的

标准流程进行课程实训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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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km、20000km 保养作业 

4、具备车辆维护质量检查能力。 

15 金工实习 

使学生初步具备基本的机械工

艺加工知识和一定的实操技能；

同时培养基本的职业素养和工

程素养，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

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焊接实训 

数控实训 

钳工实训 

车工实训 

通过实际产品制作的方

式实施课程内容教学 

16 
智能产品

制作 

以电子技术和单片机技术为基

础，练习制作智能小车控制等作

品，提升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 

产品需求分析 

硬件设计 

软件设计 

制作与调试 

通过实际产品制作方式

实施课程教学内容 

17 劳动实践 
结合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的意识和服务意识 

车辆清洗作业 

汽车零部件管理劳动 

通过校企合作或校园车

辆服务的方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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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智能产品制作

实训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

力培养 

 

毕

业

（

顶

岗

）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

合分析技术实训 

汽车转向悬挂与制动安

全系统技术实训 

 

 

 

汽车发动机构

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

与维修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底盘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电工与电子技术 

C 语言程序设计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汽车认识 

计算机绘图 

汽车机械基础 

汽车电路识图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汽车一二级维

护实训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汽车舒适及安全系统检修 

汽车信息网络系统检修 

汽车电子

电气与空

调舒适系

统技术实

训 

汽车电力电子技术

基础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检修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维护 

新能源汽

车动力驱

动电机电

池技术实

训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一、二学期 

 

汽车销售服务技法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 

汽车保险与理赔 

机动车鉴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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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发动机总体

结构认识 

全面认识汽车发动机基本结构和基本

工作方式 

汽车发动机解剖模型观察、发动机工作

过程视频、动画分析。小组讨论总结发

动机总体结构，思维导图绘制。 

模块二：曲柄连杆机

构检修 

完成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完成曲柄连

杆机构主要零部件机械测量。针对测量

结果，分析零部件机械故障机理。 

曲柄连杆机构的整体拆装；机体组及气

缸体检修；活塞检修；曲轴检修；飞轮

检修；项目；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三：配气机构的

检修 

完成配气机构的拆装； 

完成配气连杆机构主要零部件机械测

量。针对测量结果，分析零部件机械故

障机理。 

配气机构的整体拆装；凸轮轴检修；配

气正时的核对；气门拆装及基本测量；

配气机构综合故障案例分析；各阶段思

维导图小结。 

模块四：电控汽油发

动机燃油供给系统检

修 

完成燃油供给系统空气供给线路和燃

油供给线路的识别； 

能熟完成装汽油泵的拆装； 

能熟练识别典型电子控制元件； 

能完成典型控制元件的基本状态检测 

空气线路及燃油供给线路识别；汽油泵

拆装；发动机电子控制元件识别；解码

器的使用；空气流量计检测；水温传感

器检测；喷油嘴检测；燃油供给系统综

合故障分析案例；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五：柴油发动机

燃料供给系统检修 

完成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识别； 

能完成喷油泵的基本拆装； 

喷油泵拆装； 

模块六：冷却系统检

修 

正确识别冷却系统主要元件及位置； 

能实施节温器的拆装； 

能针对冷却水温过高故障现象进行分

析； 

冷却系统主要元件识别；节温器的拆装

及检修；冷却系统综合故障分析案例；

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七：润滑系统检

修 

正确识别润滑系统主要元件及位置；能

针对机油压力过高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机油泵拆装及检修；润滑系统综合故障

分析案例；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汽车

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模块相关内容。 

3、课程实训项目实施和操作流程，按照丰田卡罗拉发动机维修手册中的工艺流程执行。 

4、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

行实时推送。 

5、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

的比例达到 2:1 

6、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

采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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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汽车加

速无力故障诊断 

完成加速无力中所涉及的传动系统问题检

修； 

能熟练完成离合器的拆装及机械检修； 

离合器拆装及基本检修；离合器故障案例

分析；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二：传动系

异响诊断 

 

正确识别手动变速器基本结构和工作原

理； 

能完成手动变速器的基本拆装； 

完成驱动桥的结构识别及检修； 

完成差速器的结构识别及检修 

手动变速器基本结构观察；手动变速器拆

装及典型位置测量；驱动桥观察；主减速

器拆装及装配状态测量；差速器拆装；传

动系统故障案例分析；各阶段思维导图小

结。 

模块三：汽车行

驶跑偏故障检修 

完成汽车行驶跑偏故障现象中相关的行驶

系统状态分析； 

完成悬架的基本认识及检修； 

能完成车轮的更换及动平衡； 

完成车轮定位状态的检测； 

悬架的观察与认识；减震器拆装；轮胎的

拆装；车轮动平衡；四轮定位；行驶系统

故障案例分析；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四：转向沉

重故障检修 

掌握转向系统基本组成及基本工作方式； 

识别助力转向系统的类型； 

能完成转向机的拆装及基本检查； 

能完成助力转向泵的检查 

转向系统观察及识别；转向机分解及基本

检修；助力转向泵的拆装及检修；转向系

统故障案例分析；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模块五：制动距

离长故障检修 

掌握制动系统基本组成及基本工作方式；

能完成制动系统状态常规检查；能完成制

动器拆装及基本检修； 

能完成制动主泵及分泵的检修 

能完成制动液状态判断及更换 

制动系统观察及识别；制动器拆装及检修； 

制动助力装置及总泵检修；制动系统故障

案例分析；各阶段思维导图小结。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汽车动

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汽车转向悬挂与制动安全系统技术”模块相关内容。 

3、课程实训项目实施和操作流程，按照丰田卡罗拉车型底盘相关零部件维修手册中的工艺流程执行。 

4、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行

实时推送。 

5、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的

比例达到 2:1 

6、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采

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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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90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发动机

电 概述 

认识电子控制发动 的总体结 ；

认识电控发动机的各系 的组成及

在车上的位置。 

观察丰田 5A 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丰田凯美瑞轿

车发动机舱室的电控系统各部件的分布。 

模块二、电控燃

油喷射系统 

发动机传感器认识及检测方法；掌

握进气系统构造与检修思路；掌握

燃油供给系构造与检修。 

进气系统元件检修；燃油系统元件检修；控制系统

元件检修。 

模块三、汽油机

电子点火系统检

测 

掌握电控发动机电子点火系统种类

和检测方法；掌握电子点火系统的

控制。 

点火系统检修；点火电路与点火控制模块。 

模块四、辅助电

控系统 

掌握怠速控制系统；掌握进气控制

系统；掌握排放控制系统。 

怠速控制机构的检测；进、排气系统的认识和检测；

故障自诊断及故障解码器的使用。 

模块五、汽油机

电控系统的常见

故障故障诊断与

检修 

了解故障诊断基本方法、诊断检修

常用仪器和常用工具；掌握典型电

控汽油喷射系统的诊断与检修。 

丰田轿车电控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检修；捷达轿车

电控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检修。 

模块六、柴油电

子控制燃油喷射

系统 

了解电控柴油机功能与组成；解柴

油机喷油量控制和喷油正时控制。 

柴油机电控系统检修。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汽车动

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汽车电子电气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术”模块相关内容。 

3、课程实训项目实施和操作流程，按照丰田卡罗拉车型发动机管理系统维修手册中的工艺流程执行。 

4、课程实训单项实训，采用模块化电控设备实施。 

5、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行

实时推送。 

6、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的

比例达到 2:1 

7、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采

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75 

核心课程 4 汽车底盘电子控制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自动变

速器检修 

认识自动变速器的组成，各部分的构造和功

能；掌握液力变矩器、行星齿轮机构、换挡

执行机构的结构和原理；理解自动变速器液

力控制系统、电子控制系统；掌握典型自动

变速器档位分析；掌握自动变速器基本检查

和调整；掌握自动变速器机械系统测试、电

子控制系统的检测。 

项目 1、自动变速器拆装； 

项目 2 、液力变矩器、油泵检修； 

项目 3 、行星齿轮变速器拆装、检修； 

项目 4、典型自动变速器档位和动力路线分

析； 

项目 5 、自动变速器基本检查和性能测试。 

模块二、无极变

速器认识 

了解无极变速器的原理； 

了解典型电控自动变速器的 构和工作原

理。 

项目 1、自动变速器电控系统检修。 

模块三、制动防

抱死系统检修 

制动防抱死系统构造原理；制动防抱死系统

故障诊断与维修方法；制动防抱死系统实

验。 

项目 1、 ABS 检修。 

模块四、汽车防

滑控制系统及车

身稳定系统 

防滑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防滑

控制系统典型电路分析；车身稳定系统基本

组成和工作原理；汽车防滑控制系统及车身

稳定系统的故障自诊断及基本检查。 

项目 1、 ASR 系统防滑差速器结构认识。 

模块五、汽车电

子控制动力转向

系统 

能够认识汽车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结构；可阐

述汽车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控制原理；

了解汽车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故障诊断

与分析。 

 

项目 9 电控动力转向与四轮转向系统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汽车动

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汽车电子电气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术”、“汽车转向悬挂与制动安全系统技术”模块

相关内容。 

3、自动变速器实训部分，按照大众 01M 自动变速器维修手册工艺流程进行。 

4、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行

实时推送。 

5、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的

比例达到 2:1 

6、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采

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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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 

学  期 4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蓄电池

检测与蓄电池拆

装维护 

理解蓄电池工作原理；掌握蓄电池各组成的主

要功能； 

掌握蓄电池基本参测数的含义； 

理解起动电压、电流的概念； 

掌握蓄电池拆装中的要领。 

项目 1、辨认蓄电池的型号（日系、国产、

德系及美系）； 

项目 2、检测车载蓄电池的使用状态 ； 

项目 3、掌握蓄电池的检测方法。 

 

模块二：汽车发

电机检修 

 

掌握发动机基本结构；理解其发电原理；理解

整流器工作原理；掌握电压调节器调压原理；

了解中性点电压等概念；理解发电机它励、自

励等概念；掌握对充电系故障诊断的基本思

路。 

项目 1、车载发电机拆卸； 

项目 2、发电机拆装； 

项目 3 发电机各组份的检测； 

项目 4、发电机电流测试； 

项目 5、电源系的故障检测。 

模块三、起动系

检修 

掌握起动机的基本结构；掌握起动机运行原

理；掌握起动机各组成的工作原理；掌握电磁

控制开关的工作原理；掌握电路图的基本要

素；掌握继电器工作原理。 

项目 1、起动动机的拆装； 

项目 2、起动机的各部件的检修； 

项目 3、起动系控制电路图绘制。 

模块四、电控点

火系检修 

 

掌握传统式点火的工作原理；理解点火系的能

量变化； 

掌握点火系基本结构；掌握点火系各组件的工

作原理及作用；理解点火提前角概念； 

了解电控发动机点火提前角的计算 法。 

项目 1、点火系的拆装； 

项目 2、点火系电路分析。 

 

模块五、前照灯

检修 

 

掌握灯光系统的基本结构；掌握前照灯拆装步

骤；掌握灯光亮度评价方法；理解灯光水平自

我调节控制原理；掌握继电器工作原理。 

项目 1、前照灯拆装； 

项目 2、前照灯检修； 

项目 3 灯光系统电路分析。 

模块六、汽车主

要仪表检修 

理解车速里程表工作原理；了解车速里程表的

结构；掌握雨刮系统结构；会进行雨刮系统电

路分析；理解雨刮工作档位。 

项目 1、车速里程表检修； 

项目 2、雨刮系统检修。 

模块七、空调系

统检修 

 

掌握空调系统的基本组成 理解空调系统工

作原理；能够进行空调系统雪种作业；掌握车

载制冷剂余量的检测方法；会进行制冷剂泄露

检测；会进行空调制冷剂、冷冻机油的回收作

业；能够进行空调系统抽真空作业。 

项目 1、空调制冷检测； 

项目 2、空调制冷剂加注； 

模块八、汽车电

路图识读 

掌握汽车电路的基本组成；掌握车载保险系的

选择方法；理解丰田系列电路图的识读方法。 

项目 1、丰田系列全车电路图识读；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汽车电子

电气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术”模块相关内容。 

3、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行

实时推送。 

4、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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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达到 2:1 

5、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采

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核心课程 6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 

学  期 5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汽车检

测技术概述 

能辨别汽车检测项目类别；能辨别汽车发动机

检测项目类别。 

项目 1 汽车检测站参观学习 

模块二、汽车发

动机传感器检测 

能检测位置类传感器；能检测速度类传感器；

会检测温度类传感器。 

项目 1、位置类传感器检测参数分析； 

项目 2、速度类传感器检测参数分析； 

项目 3、温度类传感器检测参数分析； 

模块三、发动机

执行器检测模块 

会检测电磁阀类执行器；会检测继电器；会检

测特殊执行器。 

项目 1、电磁阀类执行检测参数分析； 

项目 2、继电器类执行器检测参数分析； 

项目 3、特殊执行器检测参数分析； 

模块四、汽车发

动机电控单元检

测 

能够理解发动机电控单元电源电路；掌握发动

机电控单元外部电路正确判断方法 

项目 1、发动机电控单元电源电路绘制；项

目 2、发动机电控单元外部电路检测； 

模块五、汽车发

动机排放物检测 

理解汽车发动机排放物的种类；了解发动机排

放检测方法 

项目 1、怠速工况下发动机排放物检测； 

模块六、汽车动

力不足检测 

能判断汽车动力不足的故障；能解决汽车动力

不足的故障 

项目 1、汽车底盘动力检测； 

模块七、车载网

络检测 

掌握车载网络结构；会检测车载网络故障；能

排除常见车载网络故障。 

项目 1 车载网络组成认识； 

项目 2、车身网络系统检测； 

模块八、汽车电

路图识读 

掌握汽车电路的基本组成；掌握车载保险系的

选择方法；理解丰田系列电路图的识读方法。 

项目 1、丰田系列全车电路图识读；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组织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实施，实施地点在校内汽车维修实训基地。 

2、课程内容及实训项目融合 1+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相关模块相

关内容。 

3、课程内容组织，参考广东省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及标准进行设计和实施。 

4、课程建设有基于移动端和电脑端的信息化课程学习平台，建设有课程相关的动画及视频资源，授课中进行

实时推送。 

5、教师通过布置课后讨论主题、课后作业及拓展训练项目等方式，使学生业余时间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时间的

比例达到 2:1 

6、课程学习评价方式采用过程化评价方式，理论知识学习的评价采用在线试题考核方式，技能学习的评价采

用实操过程记录及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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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2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0920268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Professional

etiquette and professional image）
2 36 26 10 * √ 2

11 0220019 高等数学（Applied Mathematics） 3 54 54 0 4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30.5 549 371 178 17 11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620449
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
4.5 81 72 9 ▲ 5 1 智能产品制作 2 36 2 3 ▲

2 1620450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2 36 18 18 ▲ 2 2 1520103

金工实习

（Metalworking

Practice）

2 36 2 3 ▲

3 1620451 单片机技术应用 3 54 27 27 4 3

9.5 171 117 54 7 4 4 72

1 0620441 计算机绘图（A）(Computer Graphics) 4 72 36 36 ▲ 4 1 1520134

汽车一、二级维护实训

（automobile

maintenace practic）

（1-2level）

2 36 2 4 ▲

2 0620399
汽车机械基础（Foundation Automobile

Machanics）
4 72 64 8 √ 4 2

劳动实践（work

practice）
1 18 1

3 1520305 汽车认识(Auto recognition) 1 18 9 9 ▲ 2

4 1520303
汽车电路识图（Reading of electric

circuit of automobile）
2 36 18 18 2

5 1520302

汽车电力电子技术基础（Foundation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 for

Automobile）

2.5 45 27 18 3 4

13.5 243 154 89 6 0 9 0 3 54

1 0620398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Automobile Engine

Structure and Repair）
4 72 36 36 **▲ √ 4 1

2 0620397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Chassis Structure

and Repair）
4 72 36 36 **▲ √ 4 2

8 144 72 72 0 8 0 0 0 0

1 1520092
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 ）
5 90 45 45 **▲ √ 5 1 1020175

毕业（顶岗）实习与实

习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2 1520237
汽车底盘电子控制技术（Chassis Electronic

Control ）
4 72 36 36 **▲ √ 4 2

3 1520382 汽车电气构造与检修（automobile electrica） 4 72 36 36 **▲ √ 4 3

4 1520306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Automobile Measurement

Training）
2.5 45 18 27 **▲ √ 3 4

15.5 279 135 144 0 0 9 4 3 18 324

1 0620403

汽车信息网络系统检修（Vehicle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maintenance）

2.5 45 27 18 ▲ 3 1 1020149
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

合分析技术实训
1 18 1 4 ▲

2 0620400

汽车舒适及安全系统检修（Automotive

comfort and security system

maintenance）

2.5 45 27 18 ▲ √ 3 2 1020150
汽车转向悬挂与制动安

全系统技术实训
1 18 1 4 ▲

3
汽车理论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Automobile Theory）
2.5 45 45 0 3 1020151

汽车电子电气与空调舒

适系统技术实训
1 18 1 5 ▲

4 0620434

电控柴油发动机检修(Maintenance of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diesel

engine )

2.5 45 27 18 ▲ 4 1020152
汽车全车网关控制与娱

乐系统技术实训
1 18 1 5 ▲

1 汽车销售（Automobile Sales） 2.5 45 27 18 ▲ 4

2 0720201

汽车商务与服务管理实务（Automotive

Busines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Pravtice）

2.5 45 27 18 ▲ 3

3 1020145 汽车保险与理赔（Automobile Insurance and Claims） 2.5 45 27 18 3

4 0620391 机动车鉴定评估（Vehicle appraisal） 2 36 27 9 3

5 0620401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Auto repair business

reception）
2 36 27 9

6 1520129
汽车售后服务管理（Automobile Aftersales

Service Management）
2 36 27 9

1 1520312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检修(Overhaul of new

energy motor drive motor)
3 54 28 26 ▲ 4 1 1520389

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

机电池技术实训
1 18 1 5 ▲

2 1520311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及维护技术（Power

batter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3 54 28 26 ▲ 4 2 1520390
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

调舒适技术
1 36 1 5 ▲

3 1520313

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testing of new energy

vehicles）

3 54 28 26 ▲ 4

4 1520315 汽车智能技术 3 54 28 26

23.5 423 246 177 0 0 0 0 0 14 17 4 72

111 1989 1185 804 0 0 23 30 26 21 20 39 702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小计 小计

2

小计

2—5学期内完成

考核

方式
学分学分

小计

基本素质

与能力）

核心

课程
学期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汽车机电维修专门化模块

综合技能

模块A：

汽车机械

技术检测

与维修能

力（专业

必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汽车电子

技术检测

与维修能

力（专业

必修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内容

合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合计

汽车服务专门化模块

小计 小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5

6

小计

小计

理论

1+X 汽车运用与维修模块

1+X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模块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维修专门化模块

小计

学

时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实

践

序

号
课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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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5.8  1185 44.04% 

实践教学 83.7  1506 55.96%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40.5  729 27.09% 

专业（技能）课 71.5  1287 47.83%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10.0  180 6.69% 

专业（技能）课 27.5  495 18.39% 

总学时/学分 149.5  2691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相关专业领域硕士及以上学历

或相关领域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具备本专业相应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汽车维修领域 1+X师资

资质。 

具有扎实的汽车检测与维修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

识，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及科研工作，责任心强。 

每 3年有半年以上所属专业的职业岗位工作经历，熟悉所任教课程涉及的岗位对知识、

技能和基本素质的要求，能在课程开发中，设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项目、任务，授课

水平高。 

熟悉信息化工具，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程教学实施改

革及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从事与本专业相关领域（如汽车维修与技术服务、汽车制造等）工作的企业员工，具有

1年以上的与所授课程匹配的岗位工作经验，原则上具有中级及以上职业技术资格等级； 

具有扎实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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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有一定的培训和教学经验，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汽车维修综合实训室 1（南

8101） 

汽车发动机拆装及机械检修实训 
汽车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

维修 

1、整体实

训区不少

于 800 平

方。 

2、每类训

练设备至

少 1 套 

汽车底盘行使、转向、制动系统拆装实

训及测量实训 

汽车维修综合实训室 2（南

8102） 

发动机传感器检测实训 发动机电子控制

技术 
发动机电控系统线路组装及测量实训 

动力电池工作参数检测 
动力电池管理及

维护技术 

汽车底盘电控系统检测实训 
汽车底盘电子控

制技术 

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系统组装实训 
汽车电气构造与

维修 

汽车空调系统检测实训 汽车检测技术 

汽车基础电路连接实训 电工与电子技术 

整车实训室（南 8111） 

汽车快速保养实训 
汽车一、二级维

护实训 

1、整体实

训区不少

于 800 平

方。 

2、每类训

练设备至

少 1 套 

整车发动机拆装实训 
汽车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 

整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测实训 
发动机电子控制

技术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故障排除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检修 

整车底盘电控系统检测实训 
汽车底盘电子控

制技术 

整车综合检测实训 
汽车综合故障诊

断 

校

外 

广州合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维修实习、新能源汽车维修实习 毕业实习 

1、配备企

业教师对

学生实习

进行指导

和管理； 

2、有保证

实习生日

常工作、

广州途观行 汽车配件销售及服务 
劳动实践、毕业

实习 

广州雷易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设备测试 
创新创业活动、

毕业实习 

广州绿谷柴油机科技有限公

司 
柴油机检修 毕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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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警兴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和保养 
劳动实践、毕业

实习 

学习、生

活的规章

制度，有

安全、保

险保障 

广州市铧越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汽车维修、汽车销售 毕业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成立专业负责人及课程团队组成的教材选用小组，负责专业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建立

教材选用审核制度，由任课老师提出选用教材，课程团队负责人初审，专业团队负责人最后

审定。 

教材使用过程中要充分收集和调查学生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教材的使用及改进

建立反馈机制。 

公共基础必修课教材应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的教材。 

专业课教材优先选用大型出版社出版的职业教育国家规划类教材，一体化教材。 

鼓励专任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校本课程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学校图书馆应该配备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学习的相关纸质文献资料和电子文

献资料。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汽车服务企业内部管理标准及工作规范；汽车制造行业政策

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以及主流汽车品牌相应车型的维修手册、电气与电子工艺手册；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类技术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5 种以上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学术期

刊。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专业课程需配置建设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高质量教学资源，课程教学资源材料包含： 

资源 说明 

课程标准 

主要包括课程的岗位定位与培养目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课程的主要特

点、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课时分配、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实践教学体系、课

程教学方法、课程教学资源、课程考核、课程授课方案设计、课程建设与工学

结合效果评价等 

课程教学进度表 
主要包括学时、项目教学的教学目标、项目教学任务单、教学内容、教学重点

难点、教学方法建议、教学时间分配、教学设施和场地、课后总结 

多媒体课件 优质核心课程课件 

教学视频、动画库 主要包括课程原理讲解视频材料，课程案例视频材料，实训操作演示视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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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说明 

等。 

案例库 
以一个完整的企业项目为案例单元，通过观看、阅读、学习、分析案例，实现

知识内容的传授、知识技能的综合应用展示、知识迁移、技能掌握等 

实训项目指导手册 
主要包括实训目标、实训设备、实训要求、实训内容与步骤、实训项目考核和

评价标准、实训报告或总结、操作规程与安全主要事项 

学习指南 
主要包括课程学习目标与要求、重点难点提示及释疑、学习方法、典型任务解

析、自我测试题及答案、参考资料和网站 

测试题库 
主要包括课程对应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试，测试题形式多样，兼有客观题和主观

题。对于客观性试题实现自动评分，主观性试题提供参考要点 

文献库 
本专业相关课程资源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标准、专利资料、法律法规、技术资料、

网络技术项目解决方案等 

网络课程 基于 Web 形式的自主学习型网络课程；基于教师课堂录像讲授型网络课程 

友情链接 与本专业相关的参考网站  

配备汽车商务管理仿真系统，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配备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检测仿真软件，配备相应的教学案例库，逐年更新。 

建设有汽车专业教学资源库，配置多么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学习资源。 

（四）教学方法 

突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结合专业和课程的特点，采用适合于课程内容

的、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的的、让学生参与其中的教学方法。 

在课前准备中，充分使用课程信息化平台，网络课程平台等方式，通过案例视频观察、

微课、资料查询及主题讨论等方式，布置课前预习任务。 

在课中，根据课程具体学习内容，灵活采用案例引导式教学方法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

行问题思考、讨论和分析；采用分组讨论、头脑风暴等教学方法，对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讨论

分析，建立学生优化汽车故障诊断方案的意识；采用技能演示和技能实践的教学方法，对本

专业所涉及的技能点进行强化训练；采用课内技能竞赛、抢答比赛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

竞争意识和课程学习的参与度；采用项目汇报、小组总结等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

行有效总结和分析。 

在课后，根据课程拓展学习要求，通过信息化平台开展课程理论知识测试、课后拓展资

料浏览、课后作业完成等自主学习内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五）学习评价 

1．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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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和课程学习目标达成度两级方式构建评价体系。其中人才培养

目标达成度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中描述的培养规格类别及所对应课程权重进行评价；课程学习

目标达成度按照课程标准中的知识、技能权重进行评价。 

2．评价方法的选择 

（1）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的专业基础课程，如：《汽车机械基础》、《电工与电子技术》

等，最终评价方式采用结果性考试实施，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及课程涉及实验成

绩三部分构成，每部分权重根据具体课程标准进行制定。 

（2）以理论实践一体化为主的专业课程，如《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

维修》等，最终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实施。其中理论知识部分通过学习过程中的在线考

试进行评价，技能部分采用实训过程+实训考核的方式进行评价。该类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

过程化考核成绩及期末结果性考核成绩构成，其中过程化考核成绩比例不低于 50%。 

（3）纯实践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综合实训考核评价方式进行。 

（4）专业拓展岗位课程，如《汽车销售》、《汽车保险与理赔》、《二手车鉴定评估》等，

可以采用多对应的项目方案制定方式进行课程综合评价。 

（5）与职业资格对应的课程，如《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实训》、《汽车转

向悬挂与制动安全系统技术实训》，学生在获取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可折算该课程学分。 

（6）毕业实习环节采用实习过程记录、实习指导教师评价及企业指导教师评价的方式

实施。 

3．评价组织 

建立由教师、学生和第三方企业人员构成的评价组织，在校内课程学习评价上，主要采

用给定权重的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开展评价。在校企合作项目课程上，主要采用企业人员、

校内教师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4．所有课程需针对课程知识和技能达成度的目标，制定各门课程的学习评价方案，体

现不同课程的学习评价个性化设计。 

（六）质量管理 

1．质量管理标准 

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证体系》（以下简称《质量标

准》）的文件内涵，理解《质量标准》中的 17个标准要求。结合本专业特点，在师资队伍、

学习资源与设施、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培养方案实施、培养方案效果评价等方面与《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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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接，形成本专业的质量管理标准。 

2．质量管理机制 

成立以专任教师、企业人员、校内外专家组成的专业质量管理小组。围绕质量标准中的

要求，持续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诊断和改进工作。 

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定期更新机制，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组织机构，每学年实施人才

培养方案研讨和更新工作。 

建立日常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以专业团队和课程团队为实施机构，通过召开集体备课、

公开课、相互听课、学生座谈会等教研活动，开展日常教学质量监控及诊断改进工作。 

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状态定期汇报及总结制度，学期结束时，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别

编写课程质量保证分析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学年结束时，要根据专业运行情况，编写专

业质量保证分析报告，找出运行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不断循环的方式，

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第三方质量保证工作反馈评价机制，通过校内专家小组对专业年度质量保证报告及

诊断改进措施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反馈质量保证工作的运行效果。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

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3．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化系统 

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化系统，在教学实施中，采用信息化平台采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

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情况做到定期分析，分类指导。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 

专业群是以机电一体化技术省重点专业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核心专业---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为龙头，以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为支撑，构成专业群核心；以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特色，构成两翼。为珠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培养面

向工业机器人集成、机械（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自动化装配、汽车智能检测与维修、智

能设备售后服务等技术岗位工作，具有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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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  

名称 智能制造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机电一体化技术 3、机械设计与制造 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应

用电子技术 

核心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智能产品制作》、《金

工实习》、《工程制图》、《机械制造基础》中选择不少于 4 门作为专业群平台课程。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中的机械基础类、电工电子基础类课程师资在专业群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校内基地共享：校内机房类通用实训室，CAD/CAM 实训室、电工电子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

汽车维修实训室（基础机械零部件识别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金工实习）。 

专业特色： 

以汽车诊断能力培养为核心、汽车基本维修和一、二级维护能力培养为基本、汽车市场

服务能力为拓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依托深度合作企业，探索引进企业生产任务为切入点的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课程设置模块化、核心能力培养渐进化、职业标准融合化、

岗位能力精细化”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通过课程教学实施标准的制定和深化改革落实

每个教学环节的综合素质培养目标，培养围绕广东汽车服务企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

及本行业中的创新创业人才。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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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课程上，将相关新材料、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内容融入课程

内容，拓展学生视野；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采用多种形式，运用头脑风暴法等具体的创新技

法，训练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课程总结上，通过思维导图式的总结方式，有效实现

学生的逻辑思维，总结性思维及发散性思维的训练。 

（二）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 

开设《智能产品制作》课程，围绕汽车智能产品的制作进行实训，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组织开展学生第二课堂活动，针对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挑战杯大赛等活动，策划

和组织校内学生主动参与，加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十一.【第二课堂】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参加国家、省市组织的挑战杯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参加校内组织的汽车发动机拆装竞赛；参加广东省高职汽车故障诊断技能大赛、全国性

行业竞赛。 

跟专业相关的社会服务，开展校园车辆基本养护及检查服务。 

文体活动，参加各类系、院组织的各项文化体育活动和竞赛。 

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艺术欣赏讲座等加强学生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汽车维修工四级 

2．汽车维修工三级 

3．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中、高级） 

4．汽车转向悬挂与制动安全系统技术（中、高级） 

5．汽车电子电气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术（中、高级） 

6．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中、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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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毕业要求】 

1、学分学时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12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27.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

分达  149.5    学分（学时达 2691 ）方可毕业。 

 

编制人：王文涛、温炜坚、张怡、汤志华、陈秀妙 

审定人：胡佳宗、温炜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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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应用电子技术 

专业代码：610102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    制：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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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类

别（或技术

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电 子 信 息

大类（61） 

电子信息类

（6101）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39） 

电子设备装配调试

人员（6-25-04） 

电子专用设备装配

调 试 人 员

（6-21-04）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2-02-09） 

智能电子产品

及仪器的软硬

件设计、制造、

装配、调试及维

护岗位 

CAD(电子)绘图员职

业资格中、高级鉴定

证书 

工业和信息化部全

国网络与信息技术

培训考试NTC职业技

能证书（嵌入式中

级、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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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专业面向珠三角地区 IAB产业中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相关智能化电子信息产

品设计及制造的中小企业，掌握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单片机技术、嵌入式

技术、信息采集、算法处理、传输及控制技术、通信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知识和应

用技能，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技术，从事各类智能化电子产品的设计及开发，电子设备的使用

及维护，嵌入式系统开发和实施，有线及无线数据通信技术应用，物联网系统的设计、开发、

实施等工作，满足智能电子及测控设备仪器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装配、测试及维护岗位

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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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自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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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具有基本的语言表达、文字写作、人际沟通能力，能够使用计算机和办公软件，有基本

的英语阅读能力。具有一般常识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电子产品生产安全质

量标准意识、高效节能的环保意识。同时爱岗敬业，具有工匠精神，善于自主学习，对自身

职业发展有规划。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形势与政策知识；思想与法律基础知识；职业礼仪知识；国学知

识；质量管理知识；基本英语应用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知识，PCB制作与加工工艺知识，电子产品加工、装配、测试标

准知识。 

掌握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 

掌握基本的电子电路设计、分析、仿真与调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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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应用电子技术进行项目开发的方法。 

掌握常见电子设备的使用、测试及维护方法。 

掌握信息获取、处理及传输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方法。 

掌握嵌入式技术在智能化控制的应用方法。 

掌握常见基于嵌入式技术智能产品的体系结构、开发流程、应用环境。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撰写中文技术报告，借助词典阅读英文文献能力；社交和应变能

力；团队组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使用办公软件完成工作的能力；创新

意识和创新精神，参与或组织创新创业活动；学习掌握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力；具备电子

行业基础职业道德和协作、协调能力；身体和心理健康，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掌握电子产品加工、测试、维修能力。 

掌握电子设备操作、维护能力，使用电子零配件、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的能力。 

掌握基本电路分析与设计、制作、调试能力。 

掌握 PCB设计能力。 

掌握常见单片机（51、PIC、STM8等）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 

掌握嵌入式系统软硬件的设计、开发及调试技能，熟悉开发流程所需的主要技术、平台

及应用环境技能。 

掌握常见有线、无线通信技术基本原理及项目应用方法能力。 

（6）职业拓展能力 

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II/LINUX）技术。 

基于 ARM平台（ARM7\A8\CORTEX-M3）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与设计技术。 

常见嵌入式系统项目分析、设计、制作、实施、调试、维护等完整开发流程技能。 

熟悉有线及无线通信技术和基于相关手段（RFID/ZIGBEE/433/WIFI）进行数据传输应用

的相关技能。 

熟悉传感器数据采集、处理、控制方法。 

熟悉线性及非线性电源使用及设计。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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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养岗

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应用电

子基础

岗位 

智能电子产品设计、生产、测

试、维修、装配等岗位。 

产线设备操作，产线管理，系

统设备安装、调试，维护岗位。 

生产工，维修工，技术支持员，

电路设计员，PCB 设计员。 

能够从事电子产品 PCB 加工、

焊接、装配、检测、维护； 

会查阅电子器件手册，会使用

电子零配件、电子测量仪器、

仪表； 

能够进行基本电路分析、设计、

仿真、调试； 

能够从事辅助设计 PCB； 

能够电子技术综合能力应用。 

《电子工艺基础》 

《电工与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EDA》 

《电子技术综合应用》 

《电工考证》 

 

2 

嵌入式

技术相

关岗位

★ 

嵌入式系统产品的软硬件开

发、测试，嵌入式项目实施。 

单片机软硬件开发、ARM 嵌入

式系统软硬件开发、嵌入式系

统应用项目实施岗位。 

智能产品软硬件开发、测试

员。 

能够从事单片机综合系统软硬

件设计工作； 

掌握嵌入式程序设计基本能

力，从事软件设计； 

掌握嵌入式系统（51、PIC、ARM）

软硬件开发设计能力；能够从

事嵌入式系统项目的分析、设

计、制作、实施、调试、维护。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基础》 

《单片机项目设计及产品开发》 

《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基础》 

《嵌入式操作系统》 

《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

Cortex-M3》 

《嵌入式系统设计及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高级程序设计》 

《嵌入式专业（职业）技术资格

认证》 

《STM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3 

数据采

集处理

传输拓

展岗位 

智能化产品数据采集、处理、

传输及外围系统相关技术开

发岗位。 

传感器数据采集、传感网应

用、ZigBee/WIFI/GPRS/5G 数

据通信、电源设计等岗位。 

系统项目设计实施维护人员。 

能够使用近程、短程、远程，

有线及无线数据传输，掌握典

型通信手段综合应用； 

能够使用传感器进行数据采

集、处理及综合应用； 

能够从事线性及非线性电源开

发。 

《电子测量与传感器技术》 

《Zigbee 技术》 

《NB-IOT 技术原理及应用》 

《电源设计》 

《智能化产品设计及开发》 

《电子创新创业项目训练》 

《通信系统基础》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

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

规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

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育的公共必修

课，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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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

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

德观和法治观教育，引导

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

养和法律素养，成长为自

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10、 毛泽东思想 

11、 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

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

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和民

意，熟悉大学生的思想实

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电

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

与线下学习两种模式，学

生必须同时完成线上学

习任务和线下作业，学期

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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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

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

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

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

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

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

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健康教

育与训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

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

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4、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理

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

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10、智慧树学习平台 

11、学生心理健康信息

化管理平台 

12、大学生心理健康活

动与技能竞赛等校内外

实践平台 

6 
职业英语 1、

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

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

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

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

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

语听说、自主学习，交

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

未来、创办公司、公司

介绍、职场沟通、产品

介绍、求职招聘、联系

业务、推销产品和服务、

电子商务、商业调查、

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

训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

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

习通等教学 APP 

7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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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 

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

化多媒体机房、局域网

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

要求具有丰富的信息技

术教学经验，能动态掌握

目前信息技术的更新和

变化，责任心强，教学团

队至少 5 人。 

8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

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

家思想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

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

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

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

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

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

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内

容，具体设计为知理、

守礼、明德、知耻、立

志、好学、孝亲、诚信、

敬业、自然、无为、智

慧、慈悲等教学模块（每

模块 1-2 学时），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岭

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

实践类活动（2 学时）、

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

库《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

室、琴室、书画室等国学

实训室 

9 

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

新创业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

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组建

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1、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实践）项

目等多个校内外实践平

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

习通等教学 APP 



 95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

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

正；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

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范

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

申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

具备求职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

境。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

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

业实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10 
军事理论教

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防意识和军

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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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技能训

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应用写作实

训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

技法、行文规则等。能够一步到位，

格式规范，快速准确地写作以党政

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文。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

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

党政机关公文办文、事

务文书办文、财经文书

办文、常用文书办文、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战

演练。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办

文过程的项目教学设计，

使教学成为一个完整的

“OA 办文业务实践流

程”，将纷繁复杂的理论

学习转化为的生动有趣

的“办文工作模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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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等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

化，把数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

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

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

概率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计算，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

完成非均匀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

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化时的关

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

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

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实际或

然问题进行求解。 

  1、通识基础模块：基

本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

简单的一元函数积分

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

元函数微分学和积分

学、简单的一阶微分方

程求解(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

元函数微积分学，线性

代数，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电子

工艺

基础 

基本用电安全知识、常用电子

元器件的特性、焊接工艺基础

知识、制板技术基础知识 

项目 1 常用元器件认知 

项目 2 焊接技能学习 

电子产品制作项目 1 

电子产品制作项目 2 

教学设计指导思想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为学习目

标”，让学生在“做中学”，激

发学生创新创造力. 

2 

电工

与电

子技

术 

掌握基本交、直流电路、电磁

学的基本分析理论，能对基本

电路控制元件、模拟电路控制

元件、数字电路控制元件进行

准确的识别，建立基本电路的

识别及分析思路。 

1、项目 1：直流电路基础 

2、项目 2：交流电路基础 

3、项目 3：磁路及电磁元件 

4、项目 4：二极管及晶体管 

5、项目 5：数字电路认识 

1、教师通过项目-任务的方式

组织课程学习内容； 

2、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3、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参与课程学习 

3 

模拟

电子

技术 

学会常用电子仪器、仪表的使

用方法,基本的测量方法。,识

别电子器件，辨别器件的类型

及好坏。具有初步的电路图绘

制能力。具有初步的电路搭建、

调试、故障排查、检测能力,

查阅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手册

的初步能力,常用典型电子电

了解和认识专业岗位的职业能力;仿

真平台的安装及使用;常用电子仪器

的使用;二极管特性测试;二极管应用

电路;晶体管识别和性能检测;整流电

路的组成与测试;滤波电路的组成与

测试;集成稳压电路的组成与测试;简

单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与测试;基本

放大器的组成与测试（直流分析、交

教学设计指导思想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为学习目

标”，让学生在“做中学”，激

发学生创新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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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分析、计算和初步设计能

力。 

流分析、失真情况的观察和分析）;

负反馈对放大器的影响;集成运放构

建的各种运算放大器的特点及应用;

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和应用;波形发生

器的特点与应用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仿真与测试;仪器仪表放大电路的设

计仿真 

4 

数字

电子

技术 

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原

理、分析方法；掌握常用芯片

的使用方法，掌握组合逻辑电

路、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及设

计调试方法，掌握脉冲波形的

产生与变换的方法。 

项目 1 基本逻辑门电路项目 2集成逻

辑门及应用 

项目 1MSI 组合逻辑电路项目 2MSI 组

合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 

项目 1 触发器项目 2 时序逻辑电路 

(1)任务驱动：以实际任务为

目标，整个教学围绕任务的解

决展开，突出知识的应用性；

(2)软件仿真，激发创新创造

力：利用仿真软件 Proteus 对

典型电路进行设计、测试和仿

真；(3)做学结合：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加以适当的引导，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技

能； 

5 

电子

技术

综合 

学会常用电子仪器、仪表（包

括万用表、信号发生器及电子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学会基本的测量方法，如电压/

电流/Q 点/放大倍数等。 

学会识别电子器件，辨别器件

的类型及好坏。 

具有读 PCB 版能力。 

项目 1 声控灯的制作及调试 

项目 2 红外线距离开关电路制作及与

测试 

项目 3 对讲机的制作及调试 

教学设计指导思想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以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为学习目

标”，让学生在“做中学”，激

发学生创新创造力. 

6 EDA 

使学生掌握电路设计软件

Altium Designer，初步具备独

立绘制电子线路原理图、设计

PCB 电路板的能力。 

Altium Designer 软件编辑环境认识 

原理图库文件绘制和管理 

原理图绘制 

PCB 库元件的绘制和管理 

PCB 设计 

1.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参与课程学习 

7 

单片

机原

理及

应用 

1、熟练使用常见单片机开发

类软件会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简

单编程。 

2、能使用编译器对程序进行

编译及调试。 

3、能对单片机的常见外围接

口电路进行控制。4、能完成单

片机的各部分硬件电路控制和

软件之间的联合调试 

5、熟悉小型单片机应用系统

开发流程，具备一定的系统调

试及排查故障能力。 

1、MCS-51 单片机及其开发基础 

2、单片机 I/O 口控制 

3、单片机中断机制和定时器应用 

4、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应用 

5、单片机综合应用 

 

1、以真实任务为目标，整个

教学围绕任务的解决展开，引

导学生自主思考，创新设计； 

2、软件仿真+开发板验证的虚

拟——实践的学习方式。 

3、按工程开发型流程进行教

学设计。 

4、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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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嵌入

式系

统程

序设

计基

础 

使学生掌握 C 语言程序设计的

基础知识和方法，具备编写简

单应用程序的能力。为 C 语言

在单片机上的应用打好坚实的

基础。 

数据类型、运算符、函数、数组、程

序流程控制、指针 

1.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参与课程学习 

9 

电子

测量

与传

感器

技术 

总体目标：通过完成项目制作，

让学生初步掌握检测技术的基

本知识和应用。培养学生使用

各类传感器的能力。使学生能

够进一步应用传感器解决工程

测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 

传感器的特性 

力和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项目 2 制作） 

光电传感器 

波式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通过行为导向的项目式教学，

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独立学习及获取新知

识、新技能、新方法的能力；

与人交往、沟通及合作等方面

的态度和能力。 

10 

基于

ARM

嵌入

式系

统基

础 

通过教学，学生应了解基于

ARM 的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

念、硬软件特征，系统设计的

基本方法与步骤，整体上把握

嵌入式系统的技术特点。 

嵌入式系统入门 

ARM7 内核与开发平台 

LPC2000 片内资源应用开发 

嵌入式系统产品设计（板级） 

以职业工作过程为导向，突出

培养的能力目标，以项目和任

务为载体，以学生为教学主

体，知识理论和实践一体化。 

11 

基于

ARM

嵌入

式系

统设

计 

掌握 ARM cortex-m3 体系结构 

掌握触摸屏驱动、LCD 液晶屏

显示方式 

掌握 cortex-m3 硬件结构和资

源使用方式 

嵌入式系统接口技术与硬件设

计 

基本掌握用汇编和 C 语言进行

应用程序开发 

CORTEX-M3 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开发环

境 

CORTEX-M3 基本结构 

CORTEX-M3 开发板及基本项目应用 

UCCOS 操作系统及 UCGUI 图形界面 

UCCOS+UCGUI 项目实训 

内容上基于实际工作岗位需

求对既有教材进行重组，授课

上按照符合学生认知过程的

组织，分模块实施，以任务驱

动。 

12 

单片

机项

目设

计与

产品

开发 

使学生掌握为小型机电设备设

计单片机控制电路，设计 PCB，

焊接电路板，编写、调试单片

机控制程序的技能，满足企业

对小型机电设备低成本控制方

案的需求。 

1.绘制控制板原理图 

2.控制板 PCB 设计 

3.元件焊接 

4.基本软硬件调试 

5.开关量控制 

6.模拟量（温度信号）检测 

7.模拟量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实现电

机调速 

1.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参与课程学习 

13 

嵌入

式操

作系

统 

1 理解与掌握嵌入式操作系统

的基本概念 

2 理解实时操作系统需要满足

的条件 

3 理解有关任务调度的知识 

4 理解任务堆栈、任务控制块

及任务控制块链表的知识 

5 理解任务就绪表以及任务状

项目 1 实时系统概念 

项目 2 内核结构 

项目 1 任务管理 

项目 2 时间管理 

项目 1 任务之间的通讯与同步 

项目 2 内存管理 

项目 3 人机界面设计 

1.建设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课程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参与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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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切换的知识 

6 理解任务任务间通信的机

制、理解信号量、消息队列的

概念 

14 

嵌入

式系

统高

级程

序设

计 

掌握开发环境的搭建、软件发

布知识。 

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知

识。 

掌握 UI 设计知识。 

掌握网络处理知识。 

掌握多线程知识。 

项目 1 开发环境搭建  

项目 2Java 语法基础 

项目 3Java 语法进阶 

项目 1 用户界面设计 

项目 2 用户界面设计进阶 

项目 3 活动单元的生命周期 

项目 4 资源访问 

项目 1 多媒体 

项目 2 多线程 

本课程在教学中突出能力目

标，以项目和任务为载体，以

学生为主体，注重工学结合，

理论/实践一体化。贴近实际

的项目设计贯穿教学过程。 

15 

智能

化设

计及

产品

开发 

了解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原

理、基本技术和国内普遍应用

的各类移动通信系统，基本掌

握 GSM/GPRS 无线模块通信原

理，掌握 SMS 及 GPRS的 AT 指

令使用及二次开发方法，能够

利用 AD软件设计原理图和 PCB

图，亲手制作产品并能进行调

试和使用 

常见微控制器开发工具类软件的熟练

使用；智能应用系统开发设备的使用；

硬件电路设计外设、串口、继电器等）；

软件设计（各功能部分驱动及应用）；

软硬件联合调试；掌握产品系统开发

流程，能独立开发智能应用系统； 

授课采用讲解、分析、动手操

作+交流讨论，以及边讲、边

看、边做、边讨论等多种教学

手段。学生操作为主，精讲多

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16 

电子

创新

创业

项目

训练 

培养创新使用软、硬件资源的

能力 

Android 应用开发的能力 

基于 Android 系统的智能平台

运动控制能力 

数据检测与分析的能力 

基于 Android 系统的智能平台运动控

制、 

传感器数据检测、 

视频采集与处理、 

二维码识别、颜色识别知识 

APP 应用开发等嵌入式技术开发 

课程强调创新思维的培养，

要求学生运用无线通信技术，

通过Android智能设备在随机

生成的路径下自动控制实验

平台，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多种

传感器检测技术来完成设定

的各项检测任务和控制任务。 

17 

嵌入

式系

统设

计及

产品

开发

项目

训练 

熟悉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构成、

开发环境、开发流程，基于

linux及 Qt的嵌入式系统的设

计方法等。同时培养学生在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面的能

力，掌握嵌入式系统设计、调

试与开发技能 

嵌入式 LINUX 开发基础 

嵌入式 LINUX 应用开发 

嵌入式 Qt 开发 

综合实训项目：数据采集控制项目 

课程安排时注意教学做结合。

因此，可边讲解，边示范，边

练习，边实现。或者一边讲一

边做，一边调试，一边解决问

题，做到教与学，学与用即时

相结合。课时相连、课室共用

是比较理想的，加强学生独立

自主和主动学习的能力。 

 



 100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EDA(EDA 计算机辅助 PCB 设计)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专业核心能力： 

1、掌握 PROTEL 软件进行电路设计、PCB 设计，胜任 PCB 绘图员岗位要求。 

2、熟练掌握 PROTEL DXP 软件的应用。完成 PCB 的抄板任务、模拟网络接单、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高级

证考证培训。考取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高级证书。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电子电路 PCB 计算机辅助设计基本原理，能进行基本典型电路的 PCB

设计，能进行实用 PCB 的设计，掌握常见的设计规则，并生成实用的印刷电路板图。培养学生在电子电路工艺方

面的综合能力。课程最终能独立完成设计，进行产品的开发，考取计算机辅助设计高级绘图员证书，并能将其作

为一门技术而顺利就业。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EDA 计算机辅助

PCB 设计 

基于 ARM 嵌入

式系统基础 

 

 

 

嵌入式操作系统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

顶

岗

）

实

习

及

实

习

报

告 

智能化设计及

产品开发 

电子创新创业

项目训练 

嵌入式系统设

计及产品开发

项目训练 

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 

单片机项目设

计及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高

级程序设计 

 

 

嵌入式系统程

序设计基础 

基于 ARM 嵌入

式系统设计 

 

通信系统基础 

 

 

电子测量与传

感器技术 

 

PIC 单片机原理

及应用 

电源设计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电子工艺基础 

电工与电子技

术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综合

应用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企业项目实践 

nb-iot 技术原理

及应用 

Zigbee 技术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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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Protel DXP 基础 了解 DXP2004 基本使用方法 软件安装，基本功能讲解，示范操作，学生练习 

原理图绘制 SCH 原理图绘制、器件、网络等 原理图绘制讲解，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原理图器件绘制 原理图元器件绘制、结构及管脚定义 器件绘制讲解，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层次原理图绘制 系统化原理图层次设计方法 层次图绘制讲解，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器件封装绘制 常见器件封装绘制、数据手册学习 封装图绘制讲解，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PCB 设计 基本 PCB 设计、布局及布线 PCB 绘制讲解，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PCB 设计提升 高级 PCB设计、电路理解及手动布局、

手动布线、PCB 规则、PCB 优化、PCB

工艺、工程项目 PCB 要求 

PCB 规则讲解，实际项目 PCB 设计分析，PCB

样板练习，示范操作，考题及项目练习 

考证培训 考证试题练习及讲解 历年考题练习及讲解、试考 
 

教学实施说明： 

1、课程全实践课，“教学做一体化”； 

2、以获取“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高级证书”为目标，围绕考证要求设计课程架构； 

3、以掌握实用的 PCB 设计能力为教学目的，以常见典型电路 PCB 设计为课程内容，每次课一个项目，掌握

一个能力； 

4、以行业标准为设计规则，以岗位要求组织开展实践教学。 

5、联合企业，使用行业设计平台，依托实际项目，教学环境即岗位环境。 

 

核心课程 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专业核心能力： 

学生应当具有单片机系统软硬件设计能力，应用单片机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了解并掌握 51/PIC/STM8 等单片机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掌握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的编写；熟悉单片

机的基本结构，单片机与外设的数据传输方式，存储器结构；掌握 51/PIC/STM8 指令系统、单片机应用程序结构

和设计规则；了解单片机芯片的内部结构、中断控制系统、定时/计数器、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了解并掌握单片机基本的输入/输出接口技术的应用；熟悉了解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规则、开发设备及过程；熟

练使用常见单片机开发类软件（Keil,IAR,MPLAB,Proteus,STVD）；会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简单编程，能熟练使用 C

语言进行项目程序开发。能完成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之间联合调试掌握单片机系统开发流程，能独立开发小型单

片机应用系统；单片机设计员考证。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51/PIC/STM8 最小系统 MCU、电源、时钟、复位电路设计及应用 最小系统讲解及设计 

Keil、Mplab、STVD 开

发环境 

项目搭建，环境配置，程序编写、编译、

下载 

软件安装，开发环境设置，编辑编译 

嵌入式 C 语言 不同开发环境下 C 的应用 基本 C 与嵌入式 C 项目练习 

开发板硬件 全功能开发板电路设计、PCB 设计及制作 开发板电路讲解、分小组设计及制作 

LED 基本输入输出 IO 口应用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数码管及定时中断 IO 口扩展及动态扫描方式应用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按键及外中断 扫描方式输入及中断方式输入应用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UART 及中断 串口发送及接收，中断接收，串口通信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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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1、课程全实践课，“教学做一体化”； 

2、以独立设计、制作、调试“单片机开发板及综合项目产品”为目标，开发板项目即为课程内容； 

3、每次课一个功能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 

4、以行业标准为设计规则，以岗位要求组织开展实践教学。 

 

核心课程 3 单片机项目设计及产品开发训练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专业核心能力： 

学生应当具有单片机系统软硬件设计能力，应用单片机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主要体现单片机实践性，综合性应用。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 51/PIC/STM8 单片机系统

的设计原理，通过利用 PROTEUS 进行基本的电路的设计，仿真和测试，利用 KEIL/MPLAB/STVD 进行软件系统

的开发，仿真，调试，利用 PROTEL DXP 生成实用的印刷电路板，最终能独立完成 I/O 口、LED、数码管、点阵

屏、按键、A/D、D/A、串口、端口驱动等电路的设计及软硬件实现，并能独立开发小型应用系统。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ADC 模数转换基本应用、ADC 按键键盘、NTC 测

温、LCD 驱动亮度电压采集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PWM DAC 实现，PWM 控制 LCD 亮度，PWM 控

制蜂鸣器实现电子琴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LCD12864 基本液晶屏显示原理及应用，字符及图片实

现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NTC 及 18B20 测温 NTC 及 18B20 测温实现，温度算法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继电器、蜂鸣器、步

进电机、光耦等外围 

常见外接设备驱动 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件功能实现 

综合应用 综合以上项目实现具体功能 综合项目随机测试 
 

教学实施说明： 

1、联合企业，使用行业设计平台，依托实际项目，教学环境即岗位环境。 

2、综合应用开发板各部分功能，实现测温控制，液晶显示，步进电机驱动等典型单片机应用； 

3、考核采用项目完成度为评分标准，按实现功能复杂难易度评价。 

 

核心课程 4 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专业核心能力： 

1、基本 C 程序编写调试工具使用；C 语言基本设计结构；C 语言数组、函数、预处理命令、指针的使用； 

2、能利用 C 语言进行常见应用程序的开发；掌握 C 语言在嵌入式应用系统（51C、PICC、嵌入式 C）中的典

型应用；简单嵌入式系统 c 应用程序编写、调试、应用能力。 

课程使学生掌握 C 语言的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掌握 C 语言的三种设计结构；了解与掌握数组、函数、

预处理命令、指针的使用；学会使用结构体；学会文件操作；学会使用 C 语言来编写计算机程序、能总结常见错

误、并能对程序进行调试；了解 51C、PICC、嵌入式 C，为后面相关课程中的软件设计打好基础；学会进行嵌入

式系统的简单开发与设计。 

主要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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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C 语言概述；数据类型；  熟练数据类型、分类、使用 实训一：C 语言程序上机环境 

运算符与表达式； 熟练运算符、表达式的区分和实用 实训二：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一） 

顺序程序设计；  熟练顺序程序分析、设计 实训三：顺序结构程序设计（二）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熟练选择结构的常用表达 实训四：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循环控制；  熟练一种常用循环结构 实训五：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数组和串；  掌握数组、字符串 实训六：数据建立和字符串的使用 

函数；  掌握函数结构、调用 实训七：构建函数和调用函数 

指针；  熟悉指针使用 实训八：定义指针和指针使用 

结构体；  熟悉结构体的构成 实训九：定义结构体和结构体调用 

编译预处理命令；。 了解文件编译原理 实训十：编译命令和文件分析 

文件 C 语言的综合应用；  能够进行 C 语言综合应用 实训十一：C 语言设计贪吃蛇 

嵌入式 c 案例分析；  能够分析并设计 C 语言案例 实训十二：C 语言设计俄罗斯方块 
 

教学实施说明： 

1、课程实践课开展“教学做一体化”； 

2、以独立设计一个顺序结构、循环结构、选择结构小程序为实训目标； 

3、每次课一个实训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 

4、以嵌入式平台 C 语言使用为设计规则，以岗位能力要求组织开展实践教学。 

5、联合企业， 依托实际项目，开展 C 语言程序训练与实践。 

    6、考核采用项目完成度为评分标准，按实现功能复杂难易度评价。 

 

核心课程 5 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专业核心能力： 

基于 ARM（Cortex-M3）嵌入式系统设计能力；典型显示屏应用能力； 

触摸屏应用能力；典型端口应用能力；uC-osII 嵌入式系统开发能力；综合项目应用能力 

学生掌握基于 ARM（Cortex-M3）的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应用 ARM 开发的基本概念、常用硬软件模

块的使用、系统设计流程、嵌入式系统开发平台与常用工具（开发、调试、仿真）、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与技巧。

使学生具备基于 ARM 的嵌入式系统设计能力。使学生掌握典型的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和开发方法，掌握基于

ARM 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调试、维护的基本技能。通过实训，学生能熟练掌握以上工具的使用，并掌握一定的软、

硬件系统设计经验与技巧。为从事嵌入式系统的应用与开放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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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Cortex-m3 硬件设计制作

及基本应用 

Cortex-m3 体系结构 核、指令集、汇编代码、启动代码 

Cortex-m3 最小系统设计 芯片、时钟、复位、ICE 接口 

Cortex-m3 系统硬件设计 标准外设 GPIO\TIM\UART\SPI 等应用 

嵌入式开发工具  Keil STM32 开发环境 建立 Keil 工程 

Jlink v8 仿真器使用 建立项目工程、使用 Jlink 调试程序 

触摸屏液晶 320*240 的驱动使用 BOOTLOADER、基本显示 

Cortex-m3 项目设计 显示任意大小中英文字体 字符显示及变换 

图片的驱动与显示 图形显示项目设计 

BUTTON 等控件的使用 板载外设项目设计 

Cortex-m3 液晶屏幕驱动 触摸屏的判断与识别 触摸控制项目设计 
 

教学实施说明： 

1、课程实践课开展“教学做一体化”； 

2、以触摸屏校准、彩色液晶屏驱动、串口驱动、SD 卡驱动等 ARM 实际应用为实训目标； 

3、每次课一个实训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 

4、以 ARM（Cortex-M3）+触摸屏+液晶屏使用为设计规则，以岗位能力要求组织开展实践教学。 

5、联合企业，依托实际项目，开展 AMR 在工控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应用为训练与实践。 

    6、考核一个综合项目，以项目完成度为评分标准，按实现功能复杂难易度评价。 

 

核心课程 6 嵌入式系统设计及产品开发项目训练 

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72 

专业核心能力： 

应用所学嵌入式软硬件知识完成整体项目设计、制作、调试的能力。达到基本的嵌入式助理工程师要求的软硬

件水平。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特征、开发流程；学会使用各种软硬件工具进行应用程序

的设计、编写、制作、软硬件联合调试的工作，掌握利用单片机、arm 硬件的整体项目架构，学会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应用程序开发方法及应用程序设计，Qt 图形界面，简单算法设计，学会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设计方法，并能

进行相关开发。能够完成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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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虚拟机系统及开发环境搭建 Vmware 虚拟机、Ubuntu 系统、gcc 软件安装、开发环境设置、工具调试 

Linux 基础及常用指令 Linux 基本使用、常见指令使用、shell 终端使用、shell 编程、应用项目练习 

文件及 IO Linux 基本文件及 IO 使用方法 Gcc 项目功能实现，文件操作，设备操作 

进行、线程 Linux 进行、线程开发 项目讲解，学生练习，功能实现 

网络开发 Linux 网络应用 项目讲解，学生练习，功能实现 

A8 开发板 LED、PWM、 

UART 等应用项目项目 

点亮开发板上 LED 

使用蜂鸣器演奏音乐 

实现串口 HELLO WORLD! 

项目讲解，学生练习，功能实现 

Linux 内核项目 内核结构及内核移植实现 内核讲解，内核剪裁，编译及烧写，学生

独立操作并实现功能 

Linux 驱动项目 简单 IO 驱动功能实现 驱动代码讲解、LED 驱动功能项目练习 

Qt 项目 Qt 安装，移植，简单 APP 界面及功能

设计 

温度采集，手机，智能家居项目设计并实

现功能。 
 

教学实施说明： 

1、课程实践课开展“教学做一体化”； 

2、以嵌入式操作系统、电路板设计、硬件驱动、软件调试等 ARM 综合应用为实训目标； 

3、每次课一个实训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 

4、以/LINUX+A8 硬件电路设计+触摸屏、液晶屏使用+软件调试为设计规则，以岗位能力要求组织开展实践教

学。 

5、联合企业， 依托实际项目，开展在工控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上的综合应用训练与实践。 

    6、考核一个综合项目，以项目完成度为评分标准，按实现功能复杂难易度评价。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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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 3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2 36 36 0 4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 353 178 21.5 9.5 0 0.5 0 0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0 4 4 2 0 0 0520084 0 0

1 0520054
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s)
4.5 81 72 9 1 智能产品制作 2 36

2 0520055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2 36 18 18  

3 052009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Principles of MCU and

application）
4 72 36 36 ** √ 4

10.5 189 126 63 0 0 4 0 0 0 2 36

1 0520033
模拟电子技术（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s）
4.5 81 49 32 ▲ √ 4.5 1 0520067

电子工艺基础(EDA计

算机辅助PCB制造)

（Fundamentals of

Electronic

Artwork)

2.5 45 3 1 ▲

2 0520041
数字电子技术（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s）
4 72 54 18 √ 4 2 0520088

电子技术综合应用

（Electronic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

2.5 45 3 3 ▲

3 0520079 EDA（EDA计算机辅助PCB设计） 3 54 27 27 **▲ 3 3 0520114
单片机项目设计及产品

开发训练
4 72 4 3 **▲

4 0520099

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 Training (C

Language)）

4 72 36 36 **▲ √ 4

15.5 279 166 113 0 12.5 3 0 0 0 9 162

1 0520089
基于ARM嵌入式系统基础（Fundamentals of

Embedded System based on ARM）
4 72 54 18 ▲ √ 3 1 0620306 智能化产品设计及开发 4 72 4 5 ▲

2 0520090
基于ARM嵌入式系统设计（Embedded System

Design Based on ARM）
4 72 36 36 **▲ 4 2 1520288 电子创新创业项目训练 4 72 4 5 ▲

3 0620208
嵌入式操作系统（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
4 72 54 18 ▲ √ 3 3 0620328

嵌入式系统设计及产品

开发项目训练
4 72 4 5 **▲

4 1520307 嵌入式系统高级程序设计 4 72 36 36 ▲ 4 4 0279632 嵌入式项目企业教学 2 36 4 5 ▲

5 0620315
电子测量与传感器技术（Electronic

surveying and sensor technology）
3 54 27 27 3 5 1179592

毕业（顶岗）实习与实

习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19 342 207 135 0 0 3 14 0 0 32 576

1 1520260 电源设计（Power supply design） 3 54 36 18 ▲ 3 1

2 0620305

可编程逻辑器件(EDA计算机辅助可编程逻辑器

件设计)（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3 54 36 18 3 2

3 0620305

PIC单片机原理及应用（PIC Monolithic

integrated circuit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3 54 36 18 ▲ 3 3

4 0620332
通信系统基础（Communication System

Foundation）
3 54 36 18 3 4

5 1520281 NB-IOT技术原理及应用 3 54 36 18 5 5

6 0620312 Zigbee技术（Zigbee technique） 3 54 36 18 3 6

7 1520257 STM8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3 54 36 18 7

8 1520284 电工考证 3 54 36 18 8

12 216 144 72 0 0 0 0 0 9 3 0 0 0

96.5 1737 1086 651 21.5 26 14 26 3 0 53 954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内容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学

时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小计

6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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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0.0  1086 40.36% 

实践教学 89.5 1605 59.64%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9.5 711 26.42% 

专业（技能）课 88 1584 58.86%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69% 

专业（技能）课 12 216 8.03% 

总学时/学分 149.5 2691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应用电子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相关领域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具备本专业相应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 

具有扎实的应用电子技术及嵌入式产品设计、开发和调试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熟

悉 PCB设计、电路加工工艺规则、MCU结构及应用，编程 C语言设计及应用等嵌入式系统设

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识，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及科研工作，责任心强。 

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熟悉所任教课程涉及的岗位对知识、技能和

基本素质的要求，教学水平高且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 

熟悉信息化工具，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程教学实施改

革及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企业教师，或具有两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能工巧匠；熟悉 PCB设计、

电路加工 工艺规则、MCU 结构及应用，编程 C 语言设计及应用等嵌入式产品开发、测试及

应用的基本能力。 

（二）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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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

内 

电子综合实训室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实验，电

路搭建、测试、分析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电工、电子实训室 
电路分析基础、电子技术综合应用、电子测

量 
电路分析、电子测量与传感器技术 

综合设计实训室） 
电路仿真分析、可编程器件设计、计算机语

言相关课程项目 
电路分析、数字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实训室 
电子工艺、表面贴装技术、计算机辅助制造、

硬件加工、PCB 加工 
电子工艺基础、电子技术综合应用 

通信综合实训室） 

PCB 设计、单片机仿真设计与制作、单片机

产品开发、电源设计与制作、智能化产品开

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EDA 技术、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基础

（C 语言）、单片及原理及应用、电

源设计、智能化产品设计及开发、

电子创新创业项目训练 

通信实验室） 
高频电子、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交换技

术、计算机通信网，移动通信二次开发实训 
通信系统基础 

嵌入式系统实训室） 

嵌入式 ARM 基础项目、嵌入式操作系统实

训、嵌入式 ARM 应用项目、嵌入式专业（职

业）技术资格认证项目、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嵌入式操作系统、基于 ARM 嵌入式

系统基础、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设

计、嵌入式系统高级程序设计 

校

外 

广州绿谷柴油机科技有

限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电子创新创业项目 电子创新创业项目训练、毕业顶岗

实习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项目、专业顶岗实习、嵌入式专业（职

业）技术资格认证项目 

企业项目教学、嵌入式专业（职业）

技术资格认证、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魔思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电子创新创业项目 电子创新创业项目训练、毕业顶岗

实习 

广州远动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卓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 

珠海明远睿智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 

广州陆科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成立专业负责人及课程团队组成的教材选用小组，负责专业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建立

教材选用审核制度，由任课老师提出选用教材，课程团队负责人初审，专业团队负责人最后

审定。 

教材使用过程中要充分收集和调查学生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教材的使用及改进

建立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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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必修课教材应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的教材。 

专业课教材优先选用大型出版社出版的职业教育国家规划类教材，一体化教材。 

鼓励专任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校本课程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学校图书馆应该配备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课程学习的相关纸质文献资料和电子文献资料。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生产制造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电

子产品设计手册等；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技术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不少于 5种以上电子

技术类专业学术期刊。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专业课程需配置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 

省级资源共享课程《嵌入式程序设计基础》；院级资源共享课程《单片机综合应用》、《基

于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模拟电子技术》；院级网络课程《单片机综合应用》、《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模拟电子技术》。 

（四）教学方法 

教学设计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创新等专业素质培养”，让学生在“做

中学”。运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下： 

1．任务驱动型教学法：以真实任务为目标，整个教学围绕任务的解决展开，突出知识

的应用性，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创新设计。 

2．软件仿真+开发板调试：利用 WAVE6000 仿真软件和 Proteus软件对单片机应用系统

进行测试与设计，全面直观的观察程序在实际硬件系统中的运行过程，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该平台可以实现个性化设计。 

3．工程开发型流程设计：完全按工程开发的实际流程，从任务项目的确立、分析、软

硬件的设计，一直到硬件系统电路的连接（系统装配）、调试。让学生体验工程开发的过程，

增加课程工程性特点。 

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使用，将理论分析与应用相结合，通过实际应用和训练，使学

生在不断的熟悉工程开发的过程中，从而掌握智能化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方法。 

（五）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以知识为基础、以应用为目标、以创新及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多样化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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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过程评价 

课程总成绩按平时成绩 20%，项目操作考核 50%及期末综合考试 30%进行评价。每个过

程都融入了对学生专业素质及创新素质的评价。 

1）期末综合考试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重点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新技术知识

的应用，占总成绩的 30%。其中开发性、创新性应用内容占总试题的 20%-30%。 

2）项目操作考核部分考察学生独立操作实践能力与提交的实验作业完成情况，占总成

绩的 50%。重点考核学生的工作态度、安全操作、电路搭建、软件编写、调试，联机调试，

排查故障能力以及对问题的归纳总结和创新能力。 

3）平时成绩重点考察学生的课堂出勤、讨论、发言回答问题、课堂作业完成情况，占

总成绩的 20%。 

（六）质量管理 

1．根据《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及质量保证体系》（以下简称质量标

准）的文件精神，结合本专业自身的特点，成立以专任教师、企业人员、系部管理人员组成

的专业质量管理小组。围绕质量标准中的要求，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诊断和改进工作。 

2．围绕质量标准要求和工作内容，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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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3．根据质量标准要求，以专业团队和课程团队为实施机构，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

管理，开展专业团队教师之间的听课、评教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定期开展公开课、 示范

课等教研活动。 

4．在教学实施中，采用信息化平台采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情况做到定期分析，分类指导。 

5．建立人才培养质量定期汇报及总结制度，学期结束时，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别

编写课程及专业质量保证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不断循环的方式，提升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6．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

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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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逻辑： 

专业群是以机电一体化技术省重点专业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核心专业---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为龙头，以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为支撑，构成专业群核心；以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特色，构成两翼。为珠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培养面

向工业机器人集成、机械（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自动化装配、汽车智能检测与维修、智

能设备售后服务等技术岗位工作，具有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群：  

名称 智能制造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机电一体化技术 3、机械设计与制造 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应

用电子技术 

核心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单片机应用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智能产品制作》、《金工实习》、《工程制图》、《机械制造基础》中选择不少于 4 门作为专业群平

台课程。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中的机械基础类、电工电子基础类课程师资在专业群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校内基地共享：校内机房类通用实训室，CAD/CAM 实训室、电工电子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 

 

专业特色： 

1．以“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方式，推动专业“产学研”建设： 

以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发项目产品、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作为切入点，逐渐发展为“产

学研”深度合作，力争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改革、科研项目、产品开发、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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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 

学：专业基于电子信息技术“智能化、嵌入式”发展趋势，联合企业推进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改革，提升专业教师实践能力，加强专业课程建设，共建专业实践实习基地，共同申报

科技计划项目，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及参加竞赛。为专业改革及创新拓展新思路，为人才培养

和课程建设构建新平台，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及条件。学生通过参加相关项

目，学习和掌握岗位产品研发流程、方案推进过程、市场对创新创业项目的要求、公司管理

的方法、项目对知识及技能的需求等，培养其创新意识，为自身创业打基础。 

研：利用项目孵化成果，深入研究，积极创新，开展各类嵌入式技术应用相关项目研究，

联合申报教改及科研项目、申请专利、发表论文，为提升教师教学及科研水平指明方向，开

拓相关专业的社会培训，让新技术、新产品更好的为社区发展和地方企业服务。 

产：企业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协同创新引入嵌入式、传感器、互联网技术，在“汽车检

测”、“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创带设备”等领域开发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为企业创造

了价值，服务机电专业群，更好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 

2．以“教学做”方式加快专业课程改革，推动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发展： 

所有专业课程全面引入“教学做”教学模式，引入企业项目，改革课程内容，以实际岗

位技能要求为教学考核目标。以职业技能大赛为契机，指导学生参与“挑战杯”“攀登计划”

“互联网+”等竞赛，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创新意识。鼓励毕业生创业，将“产学研”部分

项目转化为创业产品，开展毕业生与在校生的密切融合，推动学生创新创业发展。 

3．以“产教融合”为依托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改革：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协同创新”，企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以实际需求指导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专业参与：专业参与企业协同创新项目开发，解决企业技术难点，转化企业项目为教学

内容，优化课程体系，建立优质实习实训创新创业基地。 

教师发展：由教师打前站，学生跟进的方式，即加强了专业与企业的持续合作，为当前

高职学生实践实习困难提供了解决方法，有为更深入的开展“产学研”项目指明了方向，同

时提升教师素质。 

学生培养：学生较早的参与企业项目，培养了自身能力，创新精神。即参加竞赛获取名

次、提高了专业声誉，也为以后的自身创新创业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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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

嵌入式技术产学研基地

汽车电子应用 智能穿戴 智能家居 工业控制 信息采集

广州绿谷柴油机 广州魔思 广州科陆 珠海明远睿智 广州远动

柴油机油路测控 智能腰带 安防+智能家电 A9核心板 水情监测

ARM应用 单片机蓝牙应用 Zigbee应用 ARM应用 ARM+通信

ARM系统设计
cortex-M3

51单片机、传感器 Zigbee技术 ARM综合Linux+A8
ARM基础、传感器

智能化模块综合实训

PCB设计、C语言

模电、数电

 

 

十.【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校企合作、协同创新”为基础，建立校级“嵌入式技术产学研基地”、“校级第一

批创新创业示范建设专业”、“嵌入式技术产学研创新创业基地”，校级“创新创业导师团队”、

校级“嵌入式技术科研团队”，整体提升专业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层次。 

通过“校企合作、协同创新”，为教学及科研提供基础。专业联合企业在创新基地建设、

课程建设、教学改革、项目申报等方面深入合作，不断获得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利成果，

提升专业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推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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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学校

校企合作

协同创新

产学研

基地

产

学

研

横向课题

纵向课题项目申报

创新项目研发

课程建设

模式改革

基地建设

竞赛

创新创业

就业

服务企业

申报专利发表论文

学生就业

实习实训基地

联合申报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校企合作，协同创新

 

通过“校企合作”加强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创新性，学生参与项目过程，依托“协同创

新”开阔学生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学院科技节”、“互联网+”、“攀登计划”、“挑战杯”、“创

新创业特色活动项目”等各种竞赛。 

 

十一.【第二课堂】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学院科技节、挑战杯、攀登计划、基地校企合作项目。 

职业技能竞赛：市属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 

跟专业相关的社会服务：社团活动，服务社区家电免费维修社会实践活动。 

文体活动：运动会，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其它工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 

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艺术欣赏讲座等加强学生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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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D绘图员（电子）三级、四级鉴定证书 

2．嵌入式技术（工信部 NTC职业技能水平证书）中级 

3．嵌入式工程师及助理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分会；笔试+机试） 

4．电工证（工信部 NTC职业技能水平证书）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7.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9.5  学分（学时达  2691   ）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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