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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22级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工业机器人技术/ 460305 /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3年；弹性学制3-6年。

四、职业面向

（一）职业面向

1.职业面向

职业面向如表1所示。

表1 职业面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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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

格证书举例

装备制造大

类（46）
自动化类

（4603）

通用设备制造业

（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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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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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证书：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智能制造生产管理与控制

备注：1.专业人培的制（修）定是严格按照国家省里文件精神制定；

2.专业人培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最新文件精神和行业发展实际进行适时修订调整。

（二）职业证书

1.通用证书

表2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通用证书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证书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 A级及以上 公共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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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及以上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三级甲等以上
大学语文

普通话

2.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执业资格证书

表3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北京赛育达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中级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

PLC技术（SIMENES）；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WINCC）；

机器人视觉技术（康耐视）。

智能制造生产管理与控

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

PLC技术（SIMENES）；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

表4 典型工作任务

序号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1 应用系统集成

（1）机器人程序的编制，相关参数的设定，系统配置、通讯等相关工作；

（2）负责焊接、搬运、打磨、装配等工艺集成线机器人的调试与应用工作；

（3）负责机器人生产线的安装指导工作、完成调试及设备的异常处理，使机器人系

统顺利运行，确保设备生产符合工艺质量要求；

（4）对产品的售后服务给予技术支持；

（5）对客户操作人员进行系统程序的操作培训。

2
工业机器人应用

系统运行维护

（1）熟练操作机器人；

（2）机器人系统配置、示教与编程；

（3）机器人的调试与维护；

（4）设计机器人应用程序，满足现场工艺要求，配合电气工程师完成信号点交互；

（5）现场调试进度安排，后期项目维护、验收及客户培训工作。

3
自动化控制系统

安装调试

（1）电气自动化系统设计；

（2）PLC编程与调试；

（3）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4）自动控制系统及相关配件的选型及管理；

（5）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6）自动化系统的实施、扩建与改造。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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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业机器人系统建模、PLC技术等专业知识、具备机器人离

线编程和现场编程专业等能力，面向装备制造业自动控制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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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气工程技术等岗位群，能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工

业机器人应用系统运行维护等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毕业3-5

年能从事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调试等工作。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目标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

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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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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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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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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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具有知识产权意识、信息安全意识，能够保证持续学习新

技术；

（8）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

（9）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

2.知识目标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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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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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机械制图、掌握电气制图的基础知识；

（4）掌握工业机器人技术、电工电子技术、电气控制、液压与

气动的基础知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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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熟悉工业机器人辅具设计、制造的相关知识；

（7）熟悉机器视觉、传感器、MES（制造执行系统）相关知识；

（8）掌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的相关知识；

（9）熟悉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及系统维护相关知识；

（10）了解产品营销、现代服务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

（11）熟悉使用SolidWorks软件完成典型机械零件的三维建模、

零件的装配设计、输出标准的工程图纸；

（12）掌握工业机器人选型的基本技术参数。

3.能力目标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4）能读懂工业机器人系统机械结构图、液压、气动、电气系

统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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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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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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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能使用视觉系统进行尺寸检测、位置检测等；

（9）能熟练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现场编程、离线编程及仿真；

（10）能组建工控网络，编写基本人机界面程序；

（11）能按照工艺要求对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系统进行集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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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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能正确对机器人进行维护保养，能解决工业机器人系统的

常见故障。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设置

本专业设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两大类，其中公共基

础课程含：公共基础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技能课程含：专业基

础必修课、专业核心必修课、专业拓展必修课与专业（群）选修课、

集中实践必修课，总共55门课，2776学时，144学分。

其中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核心必修课、专业拓展必须课、专业

（群）选修课、集中实践必修课课程建构设计思路：按照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职业岗位群工作流程结合典型工作任务来设计安排。

图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课程设置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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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工业机器技术专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与课程设置一览表

序号 典型工作任务 课 程 对应培养规格

1 机器人机械故障诊断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

情感目标：(1)、(3)、(4)、(6)、(9)；

知识目标：(3)、(4)；

能力目标：(4)。

2 机器人气动系统装调 液压与气动技术

情感目标：(1)、(2)、(3)、(4)；

知识目标：(4)；

能力目标：(4)。

3 工业机器人选型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python程序设计、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情感目标：(1)、(3)、(7)；

知识目标：(14)；

能力目标：(1)、(6)。

4
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

器设计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

情感目标：(3)、(4)、(8)；

知识目标：(6)、(11)、(12)；

能力目标：(7)。

5 码垛机器人系统装配
机械设计基础、工业机器人应

用系统集成

情感目标：(1)、(2)、(3)、(4)、(5)；

知识目标：(6)；

6
机器人电气故障诊断

与调试

电工技术、电气控制技术、

PLC应用技术、组态软件应用

技术（WINCC）、传感器与视

觉技术

情感目标：(1)、(3)、(4)、(6)、(7)、(9)；

知识目标：(2)、(3)、(4)、(5)、(7)；

能力目标：(4)、(5)、(8)。

7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调

试

电气控制技术、C语言程序设

计、python程序设计、工业机

器人现场编程、液压与气动技

术、PLC应用技术、组态软件

应用技术（WINCC）

情感目标：(2)、(3)、(4)、(7)、(9)；

知识目标：(2)；

8 工业机器人雕刻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情感目标：(1)、(2)、(3)、(7)、(9)；

知识目标：(2)、(11)；

能力目标：(6)、(7)、(9)。

9 机器人自动检料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C

语言程序设计、python程序设

计、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

真、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情感目标：(1)、(2)、(3)、(7)、(9)；

知识目标：(1)、(5)、(6)、(8)；

能力目标：(5)、(6)、(11)。

10 码垛机器人维护

工业机器人系统维护、C语言

程序设计、python程序设计、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情感目标：(3)、(4)、(9)；

知识目标：(2)；

能力目标：(1)。

1.公共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语文、高

等数学、公共英语、体育与健康、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劳动教育、入学与安全教育等15

门课程，共43学分。

2.公共选修课

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史（限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限选）、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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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限选）、大学美育（限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限选）、

普通话、国家安全教育、职业礼仪、音乐欣赏等9门课程，选修其中公共任

选课需达到4学分，共9学分。

3.专业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智慧教育技术基础、信息素养、机械制图、电工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基础、AutoCAD、机械设计基础、电气控制、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WINCC）等9门课程，共26学分。

4.专业核心必修课

主要有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Solidworks）、PLC技术

（SIMENES）、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等6门

课程，共20学分。

5.专业拓展必修课

主要有C语言程序设计、液压与气动技术、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合实

训、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等5门课

程，共10学分。

6.专业（群）选修课

主要有传感器技术应用、伺服变频技术应用、电气CAD（EPLAN）、机器

人视觉技术（康耐视）、python程序设计、教师资格综合素质辅导、教师资

格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辅导等7门课程，选修其中8学分。

7.集中实践必修课

主要有金工实习、认识实习、毕业设计、岗位实习等4门课程,共28学

分。

（二）课程教学要求

（见附件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描述）

（三）核心课程标准

（见附件2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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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名称：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22级）

学

年

学

期

教学进程周次
课

堂

教

学

（

周

）

开

学

准

备

（

周

）

实践教学（周） 机

动

（

周

）

考

试

（

周

）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合

计

寒

暑

假

（

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军

事

技

能

金

工

实

习

认

识

实

习

岗

位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第

一

学

年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 2 1 1 20 0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18 0 1 1 20 0

第

二

学

年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0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 1 20 0

第

三

学

年

五 ○ ■ ■ ■ ■ ■ ■ ■ ■ ■ ■   ▲ ★ ★ ★ ★ ★ ★ 10 1 6 2 1 20 0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18 1 20 0

总计 79 5 2 1 1 24 2 0 6 120 0

说明

1.三年 6学期总周数共 120 周。

2.专业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总学时数比例控制为 1:1 左右。认识实习原则上在专业课开始时安排，假期执行;岗位实习根据专业教学进度安排，一般为 6个月。

3.○开学准备 ☆军事技能 ■课堂教学 ▲考试 △认识实习 ★岗位实习 毕业设计 ＆金工实习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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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计划与进度总表

表7 课程计划与进度总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考核 学年/学期分配//周课时数

承担处室
备

注
总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 20 20 20 20 20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公

共

基

础

课

必

修

课

2101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一） 24 1 20 4 √ 2*12w 思政教学部

2101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二） 30 2 24 6 √ 2*15w 思政教学部

2001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

16 1 14 2 √ 2*8w 思政教学部

2201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一）

16 1 14 2 √ 2*8w 思政教学部

200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

16 1 14 2 √ 2*8w 思政教学部

22010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二）

32 2 26 6 √ 2*16w 思政教学部

2001005 形势与政策（一）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

座

2001006 形势与政策（二）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

座

2001007 形势与政策（三）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

座

2001008 形势与政策（四）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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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09 形势与政策（五） 8 0.2 8 0 √ 2*4w 思政教学部
讲

座

1901021 大学语文（一） 32 2 22 10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2 大学语文（二） 36 2 26 10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3 高等数学（一） 32 2 26 6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4 高等数学（二） 36 2 28 8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5 公共英语（一） 64 4 32 32 √ 4*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6 公共英语（二） 72 4 36 36 √ 4*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8 体育与健康（一） 32 2 4 28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29 体育与健康（二） 36 2 4 32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0 体育与健康（三） 20 1 2 18 √ 2*10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1 体育与健康（四） 20 1 2 18 √ 2*10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71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32 2 20 12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33 创新创业教育 36 2 22 14 √ 2*1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7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2 2 24 8 √ 2*16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116 军事技能 112 2 0 112 √ 2w 学工部

1901073 军事理论 36 2 36 0 √ 2w 学工部

1901076 劳动教育 16 1 4 12 √ 4*1w 4*1w 4*1w 4*1w 基础教育学院

实

践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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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1 入学与安全教育 16 1 16 0 √ 16*1w 学工部

公共基础

必修课小计
15 834 43 456 378 14 14 4 7 0 0

选

修

课

2101015 中国共产党史 16 1 16 0 √ 2*8w 思政教学部

公

共

限

选

课

190111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2201021 健康教育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1901075 大学美育 16 1 16 0 √ 2*8w 基础教育学院

2201017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

政策
16 1 16 0 √ 2*8w 思政教学部

1901074 普通话 32 2 16 16 √ 2*16w 现教教研室
公

共

任

选

课

（

选 4

学

分

）

2201026 国家安全教育 16 1 16 0 √ 4*1w 4*1w 4*1w 4*1w 现教教研室

2201027 职业礼仪 16 1 16 0 √ 2*8w 现教教研室

2201028 音乐欣赏 16 1 16 0 √ 2*8w 现教教研室

公共基础选修

课小计
9 144 9 128 16 3 0 1 2 3 0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群

基

础

课

2106001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一) 30 1.5 10 20 √ 2*15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2106002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二) 36 2 10 26 √ 2*18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2106003 信息素养 36 2 18 18 √ 2*18w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专

业
2106011 机械制图 60 3.5 15 45 √ 4*15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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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课

2106006 电工技术 60 3.5 15 45 √ 4*15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07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30 1.5 15 15 √ 2*15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2 AutoCAD 54 4 10 44 √ 3*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08 机械设计基础 54 3 30 24 √ 3*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09 电气控制 54 3 20 34 √ 3*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28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WINCC）
36 2 18 18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专业基础

必修课小计
9 450 26 161 289 12 7 6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2106015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

操作(ABB)
54 3 20 34 √ 3*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6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

仿真(Robotstudio)
36 2 18 18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7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

维建模（Solidworks）
54 3 16 38 √ 3*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8 PLC 技术（SIMENES） 72 4 16 56 √ 4*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9
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

维护
72 4 16 56 √ 4*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20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

成
72 4 16 56 √ 4*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专业核心课

小计
6 360 20 102 258 0 3 9 8 0 0

专

业

拓

展

课

2106025 C 语言程序设计 36 2 12 24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10 液压与气动技术 36 2 10 26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49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

合实训
32 2 0 32 √ 4*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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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050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综

合实训
32 2 0 32 √ 4*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5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

合实训
32 2 0 32 √ 4*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专业拓展课

小计
5 168 10 22 146 0 2 0 2 12 0

专

业

选

修

课

2106027
传感器技术应用

(安装维护方向)
36 2 18 18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选 8

学

分

2106026 伺服变频技术应用 36 2 10 26 √ 2*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29 电气 CAD（EPLAN） 20 1 5 15 √ 2*10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27
机器人视觉技术（康耐

视）
20 1 10 10 √ 2*10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专

业

群

选

修

课

1906122 python 程序设计 36 2 18 18 √ 2*18w 软件技术教研室

2003066 教师资格综合素质辅导 20 1 10 10 √ 2*10w 现教教研室

2003167
教师资格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辅导
20 1 10 10 √ 2*10w 现教教研室

专业（群）选

修课小计
7 148 8 61 87 0 0 4 2 8 0

集

中

实

践

课

2106045 金工实习 24 1 0 24 1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41 认识实习 24 1 0 24 1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43 毕业设计 48 2 0 48 2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2106044 岗位实习 576 24 0 576 6w 18w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教研室

集中实践课

小计
4 672 28 0 672 0 0 0 0 0 0

总计 55 2776 144 930 1846 29 26 24 23 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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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集中实践(综合实训)教学计划安排表

序号 主要实践环节
职业技能测试

（学时）

各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金工实习 24 1w

2 认识实习 24 1w

3 毕业设计 48 2w

4 岗位实习 576 6w 18w

小计 672 1w 1w 0 0 8w 18w

合计 28w

表9 教学总学时分、总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小计
实践教学

占比（%）

占总学时

比例（%）
小计

占总学分

比例（%）

公共

基础

课

公共必修课 必修 456 378 834 45.32% 30.04% 43 29.86%

公共选修课 选修 128 16 144 11.11% 5.19% 9 6.25%

专业

（技

能）

课

专业基础课 必修 161 289 450 64.22% 16.21% 26 18.06%

专业核心课 必修 102 258 360 71.67% 12.97% 20 13.89%

专业拓展课 必修 22 146 168 86.90% 6.05% 10 6.94%

专业（群）

选修课
选修 61 87 148 58.78% 5.33% 8 5.56%

实践课 必修 0 672 672 100.00% 24.21% 28 19.44%

合计 930 1846 2776 66.50% 100.00% 144 100.00%

说明：

1.课内教学原则 18 学时折算 1学分，个别课程可根据开课性质、开课方式、开课学期做适量微调。集中实践课程以周为

单位开课，1周 24学时，折算 1学分。

2.本专业总学时：2776，总学分：144 ，其中公共基础课 978 学时，占比 35.23% ；专业课程学时：1126 学时，占比

40.56% ；实践教学总学时：1846 学时，占比：66.50%，选修课总学时：292 学时，占比：10.52%。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是 18:1，双师素质比例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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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比例为1:2:7:2，45岁以上教师占比不超过45%。

2.专任教师

（1）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领域相关证书；

（2）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3）德技双修、知行合一，勤于思考，严谨治学；

（4）具有工业机器人技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5）具有扎实的工业机器人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

（6）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

究；

（7）每5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1）具有工业机器人技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智能制造行业的

发展动向；

（3）具有企业相关工作经验，动手能力强；

（4）能够广泛了解相关行业对本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

（5）掌握先进的高职教育理念，具备较强的教学设计能力，精通本

专业部分专业核心课程，能指导本专业开展分层教学；

（6）具备较强的专业研究能力，能组织开展专业教科研工作，熟悉

行业企业新发展动态，有较强的把握专业发展动态的能力，能主持专业课

程开发、精品课程建设、校内外相关基地建设。

4.兼职教师

（1）通过学校的教学能力考核，具有本科学历、中级以上职称；

（2）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3）具有扎实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

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或国家中高级技能证书；

（4）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

等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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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专业教学团队配置与要求

师生比 1:18

专兼职比 8:4

双师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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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33% 42% 8%

学历学位
本科（人） 硕士人（人） 博士（人） 博士以上（人）

8% 67% 8% 17%

职称
见习（人）

助教（同等职称）

（人）

讲师（同等职称）

（人）

副教授（同等职

称）（人）

教授（同等职

称）（人）

17% 58% 17% 8%

（二）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必需的专业教室、实

训室和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

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

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表 11教学场地、设施配置及功能需求一览表

序号 教学场地 设施配置 功能

1 多媒体教室 课桌、椅、多媒体
满足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

业核心课程等理论教学任务。

2

工业机器人

仿真机房

（一）

高配置PC机（i5处理器，8G内存，512G固态

硬盘，独立显卡）、软件安装Visual C++，

AutoCAD ， SolidWorks ， Robotstudio 和

EPLAN、多功能电脑操作台、互联网、其中

教师机1台，学生机50台

满 足 专 业 课 中 程 序 设 计 、

AutoCAD、工业机器人系统建模、

工业机器人虚拟编程和电气CAD课

程一体化教学

3

工业机器人

仿真机房

（二）

高配置PC机（i5处理器，8G内存，512G固态

硬盘，独立显卡）、软件安装Visual C++，

AutoCAD ， SolidWorks ， Robotstudio 和

EPLAN、多功能电脑操作台、互联网、其中

教师机1台，学生机50台

满 足 专 业 课 中 程 序 设 计 、

AutoCAD、工业机器人系统建模、

工业机器人虚拟编程和电气CAD课

程一体化教学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钳工实训室、电工实训室、西门子PLC 实训室、液压与气动技术实训

室、机器人拆装实训室、机器人综合实训室，配置本专业课程需要的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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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仪器、耗材等，用于本专业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训，包括：（专业

基础课）电工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电气控制、液压与气动技术；

（专业核心课）PLC技术（SIMENES）、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

(ABB)、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专业

群选修）传感器技术应用(安装维护方向)、（集中实训）电气控制综合实

训、PLC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等课程。校内实训室配置与要求

如表12所示。

表12 校内实训室配置与要求一览表
序

号
实训室名称

面积

（平方米）
主要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

一次性容纳

人数

1 钳工实训室 200 锤子制作。

钳工桌14个，虎钳56个，

平板4块，钻床4台，椅子

54把。

不少于54人

2 电工实训室 125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和自锁控制

线路装调、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

和自锁控制线路、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正反转控制线路装调等。

电气控制装配面板20组，

电工工具箱20套；

椅子54把。

不少于54人

3
西门子PLC 实训

室
110

PLC 控制的加工中心控制系统装

调、PLC 控制三种液体自动混合

装置装调、传输电机控制系统装

调等。

PLC控制系统实验台10台；

PLC实验箱10个；

椅子54把。

不少于54人

4 三菱PLC实训室 110

PLC 控制的加工中心控制系统装

调、PLC 控制三种液体自动混合

装置装调、传输电机控制系统装

调等。

PLC控制系统实验台20台；

PLC实验箱20个；

椅子54把。

不少于54人

5
液压与气动技术

实训室
120

节流调速回路装调、同步控制回

路装调、单气缸延时往复气压系

统装调、双气缸顺序动作气动系

统装调等。

液压气动综合实训装置6

台；

椅子54把。

不少于54人

6
机器人拆装实训

室
110

机器人设备的模型设计、机器人

设备的布局、机器人设备的安

装、机器人设备的编程调试与工

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等。

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3、拆

装机器人3台等。
不少于54人

7
机器人综合实训

室
200

工业机器人写字、码垛、搬运、

上下料、装配和视觉。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1+X证

书（ABB）中级考证设备6

套，包含立体仓库，快换

工具，变位机，触摸屏显

示，传输带，视觉和旋转

物料盘等模块。

不少于54人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学生所在单位同步纳入实习基地管理。能

提供工业机器人技术离线编程、工业机器人安装与调试，设备维护等相关

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工业机器人技术发展的主流技术，每个基地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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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不少于20人的学生参与实际项目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

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

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校外实训基地配置与要求如表13所示。

表13 校外实训基地推荐选用一览表

序号 实训岗位 合作单位（企业）名称 实训活动内容 容纳人数

1 机器人维修与调试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德竹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心力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人定位、调试、维修 30

2 自动化设备调试

唐山爱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AW（苏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巨宝精密加工（南京）有限公司

苏州大智资讯配件有限公司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耕德电子有限公司

安费诺飞凤（安吉）通信部品有限公司

日铭电脑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加工设备的精度复原 70

4 机器检测 吴江大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检测仪器的应用与分析 10

8 机器人编程 华域科尔本施密特活塞有限公司 机器人编程、加工 10

4．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以“三全育人”等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强调全方位协同

育人，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地位，强调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对教育教

学的重要作用，强调充分利用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中国知网

文献资料等各类教学资源的整合与运用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引导并鼓励教师主动运用超星学习通、智慧职教、智慧树、中国慕课、

钉钉和腾讯课堂等网络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 法，完成以教师讲授为主

向学生自主探究、协作学习、问题解决、任务驱动等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教

与学方式的转变，创新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方法，不断完善教师教学信息

化条件，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需要

的教材、图书及数字化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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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优先使用国家规划教材、全国百强出版社教材、省级优秀教材，并根

据教学实际需求，开发新型活页式教材。教材选用符合《湖南民族职业学

院教材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建立由专

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

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

便师生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包括：有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理论、

技术、方法、思维以及操作类图书和文献。5种以上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学术期刊。

表 14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主要参考图书文献配备一览表

序

号
图书文献名称 具体要求

1
《工业机器人知识要点解析 》 张

明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掌握工 ABB 业机器人基本操作技能。

2

《人工智能:李开复谈 AI 如何重塑

个人、商业与社会的未来图谱》 李

开复、王咏刚

掌握个人与企业如何找到人机协作的新位置的知识。

3
《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 张明文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掌握从工作站搭建到仿真及调试的过程的技能。

4
《西门子 S7-1200PLC 编程及应用》

芮庆忠、黄诚 电子工业出版社
掌握 S7-200 PLC 编程与使用技能。

5
《PLC 技术应用（三菱机型）（第 3

版）》 汤自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三菱 FX2N 系列 PLC 的编程与使用技能。

6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俞云强 高

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各类常用传感器的结构、性能和原理，传感器的测量转换电路和应

用知识与技能。

7
《电工技术(第 3版)》 曹建林 高

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供电与安全用电、磁路与变压器、电动

机及其控制等知识与技能。

8
《电机拖动与控制》 徐建俊 居海

清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电机与拖动、工厂电气控制设备、电气控制电路的绘制等知识。

9
《变频器与伺服驱动技术应用》 向

晓汉 钱晓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直流电动机、交流异步电动机、步进电动机和伺服电动机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变频器的外围电路，三菱和西门子变频

器的频率。

10
《变频技术及应用（第 2版）》 宋

爽 周乐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变频控制技术的认识、变频控制技术的实现、变频器的通用操作与

安装调试、PLC、PC 与变频器组成的调速系统运行、变频器的维护等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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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olidWorks 项目教程》 鲍仲辅

和吴任和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掌握焊接工作站的基本内容和构成等知识与技能。

12
《工业控制组态及现场总线技术》

江光灵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工业组态软件（WinCC）和现场总线技术技能。

13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

(ABB)》 林燕文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掌握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相关技能。

14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第 2版》

刘小波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原理、重要组成部分和应用关键技术。

15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 叶

晖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掌握 ABB IRB120 型六轴串联工业机器人系统结构、坐标系、启动与关

闭、手动运行方法、I/O 通信设置、编程与调试相关技能。

16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双元教育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码垛、弧焊应用的现场编程方法技能。

17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及应用》 张

明文、王璐欢 人民邮电出版社

掌握视觉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应用、机器视觉的系统构成、机器视觉的工

作内容、视觉检测实验工业机器人视觉分拣以及工业机器人视觉位置补

偿等相关知识。

18
《电气绘图与电子 CAD（第 2 版）

》 徐雯霞 徐丽萍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使用 AutoCAD 2014 软件进行电气工程图设计的方法，使用 Altium

Designer 10.0 软件绘制电路原理图和印制电路板图的方法技能。

19

《工业机器人焊接技术及行业应

用》 邱葭菲 许妍妩 庞浩 高等教

育出版社

掌握气体保护焊的相关工艺知识，掌握工业机器人焊接系统的构件组

成、机器人焊接示教方法、行业应用案例以及焊接系统维护方法与技

能。

20
《工业机器人维护与维修》 巫云

蔡亮 许妍妩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掌握工业机器人维护与维修的故障分析思路和维修操作方法与技能。

表15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杂志一览表

序号 刊名 ISSN号 分类号 邮发刊号 统一刊号

1 机器人产业杂志 2096-0182 N、TP 82-933 10-1324/TP

2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 1004-6437 TP 82-675 11-3520/TP

3 制造业自动化杂志 1009-0134 N、T 2-324 11-4389/TP

4 控制与决策杂志 1001-0920 TB、TP 8-51 21-1124/TP

5 兵工自动化杂志 1006-1576 N、T 62-301 51-1419/TP

6 机械工程师杂志 1002-2333 TH 14-53 23-1196/TH

7 机器人杂志 1002-0446 N、T 8-59 21-1137/TP

8 自动化博览杂志 1003-0492 TP 82-466 11-2516/TP

9 自动化应用杂志 1674-778 TP 78-52 50-1201/TP

10 智能制造杂志 2096-0581 N 82-725 10-1315/TP

11 工业工程与管理杂志 1007-5429 TB 4-585 31-1738/T

12 机械设计杂志 1001-2354 N、T 6-59 12-1120/TH



21

13 机械设计与研究杂志 1006-2343 TH 4-577 31-1382/TH

14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杂志 1002-1841 TH 8-69 21-1154/TH

15 现代制造杂志 1671-9395 TH 11-4836/TH

16 电气制造杂志 2095-9524 TM 11-5481/TM

17 机械制造杂志 1000-4998 TH 4-18 31-1378/TH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

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

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优先选用国家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内资源。对部

分课程利用教学资源平台，配备与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

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形成专业

教学资源库，库内资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

表16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网 址 类别

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教学资源库使用指南》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jcq

racwnyphhrnfetk76fw
国家级

2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

础》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imj

nad6lq4jokfx3sddgxa
国家级

3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FANUC）》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suf

1acimypzchb9x-5zz9q
国家级

4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ABB）》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9l9

raakmnrvl-idi2-zyuw
国家级

5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KUKA）》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zs3

vaaamijhm-w72tgjqww
国家级

6
《工业机械手与智能视

觉系统应用》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x3u

magemzyjm2kmvzg3lyq
国家级

7 《机器人技术应用》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dhj

wamyme6bf1a9gbc9e2g
国家级

8
《2016年机器人虚拟仿

真大赛作品（上）》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p0u

eauqneolgec2iktleaq
国家级

9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

技术（西门子）》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dpc

mafmob4lfzhrec-jgha
国家级

10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

术（三菱）》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3ns

mapeo0k5gq3ea-9tuiw
国家级

11
《液压与气动技术及应

用》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8h6

wapeo7jlbsmwwk35aaa
国家级

12
《机械设计与三维制

图》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vq2

oapeonivi1ri4xkoqcq
国家级

13 《计算机应用基础》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sm-

hapiova9bhrdjw26uxg
国家级

14 《电子线路CAD技术》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atb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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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2qnzhlavca4e5fg

15 《工业传感与检测》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rs8

lafmoq7phufjvmal3oa
国家级

16
《机械设计与三维建模

(SolidWorks)》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tfr

2agaqvqxi4mnv6qogg
国家级

17 《单片机应用技术》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gtt

iaxorvbxi9xmuanwrig
国家级

18 《C语言程序设计》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

fo.html?courseid=9r8fafqmbadnxjoeiw-qhg
国家级

表17 省一流特色专业群在线精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网址链接 备注

1 《微视频制作》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15514393.HTML

2 《图形图像设计与制作》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2073550.HTML

3 《C语言程序设计》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4694926.HTML

4 《SCRATCH少儿编程》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7751314.HTML

5 智慧教育技术专业群 HTTP://HNVC.ZYK2.CHAOXING.COM/INDEX?STAID=6482

表18 数字资源配备情况
音视频素材

(G)

教学课件

(个)

数字化教学案例

(个)

虚拟仿真软件

(个)

数字教材

(本)

1300G 2000 个 650 个 8 个 3000 本

（四）教学方法

教师应当依据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

源，采用情景模拟、启发诱导、讲解示范等教学方法，以达成“学生思想

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教学目标。倡导因材施

教、因需施教，鼓励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倡导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项

目教学、案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和任务驱动、 实践探究等方法，

坚持学中做、做中学。具体方法如下：对于课程的教学，教师可以结合学

生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和途径。可以采用下列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就是通过教师出示具体案例来组织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开

动脑筋思考案例中的矛盾，参加讨论，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兴趣和能力。从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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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有助于“活化”教材，改革传统概念教学；能有效地解决理论知识和

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增强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能有效地促进教学相长和师生互动。

2.项目教学

结合典型工作岗位，对具体课程明确定位，理清课程需要达成的素质

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重新设计课程。对传统按知识点串联的课程

章节，拟定出典型项目，将课程章节内容重新规划、整理，以碎片化方式

融入对应项目。通过实施项目教学，明确学习目标，达到对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通过对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评估，

达到对项目教学教学效果的科学评价，同时评价结果还可以对项目教学进

行优化升级。

3.任务驱动

任务驱动教学中任务的设计、编写非常重要，既要注重方法和知识体

系，还要想到融进信息技术的文化性、综合性，渗透课程思政。设计任务

时要兼顾趣味性与成就感的统一。提出具体任务，学生在解决任务的活动

中来学习，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4.实践探究

这种方法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的意识，学习科学研究

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实践与探究以活

动为载体，以学生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为背景，在活动和探究中，演绎教材

内容，补充和生成超越教材知识的内容。这种方法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和探究能力。

（五）学习评价

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社会参与的教学评价体系。校内实行院、教研室

两级督导和院、教研室、学生三级监控制度。评价内容包括对学生学习状

况评价。

1.评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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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习评价主体对象为全体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包括学生个体

和团体。老师在考核中将分别对学生个人进行评价，也会专门对学生团队

进行评价。

2.评价方式

考试：考试的形式可以根据课程的性质，确定为笔试（开卷、闭

卷）、技能考试等。

考查：按平时表现（课堂到课情况、课堂表现等）、基础技能考核

（口试、笔试、实操、职业技能考核等）与综合性应用考核（项目实现和

专业拓展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学业进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会分别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技术能力和情感能力进行评价，最终形成对学

生较为客观的评价结果。

3.评价过程

本评价过程包括：课堂观察、课堂考试、课后考核、课外表现这四个

部分，其中课堂考试和课后考核题目由教师团队命题，课外表现由在线课

程活跃度、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资格鉴定等方式进行评定。

4.成绩组成及比例

平时表现包括：课前预习、课中表现、课后拓展、考勤、互动情况

等；基础技能考核包括：实操、课堂笔试、结课考试；综合应用考核包

括：单个完整项目考核、多课程结合项目考核、实习考核等。

（六）质量管理

1.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课程思政元素以视频、图片、文

档等多种形式融入专业课课堂教学环节、网络课程资源，开展课程思政教

育，实现专业课教学与思政课教学同向同行，贯彻“全过程、全方位、全

员”育人的方针。

2.建立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工业

机器人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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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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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

课、评教、评学等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

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4.建立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

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

行分析，定期评价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5.各专业教研室充分利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分析

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毕业要求

1.思想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品德优良。

2.专业学习：毕业应达到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等要求。所

修课程成绩全部合格，至少修满144学分。

3.考级考证：建议考取普通话三级甲等（含三甲）以上合格证书、与

本专业密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或“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两查考核：通过湖南省教育厅毕业设计和专业技能抽查。

十、附件与说明

（一）编制流程及主要成员

根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指导意

见》教职成〔2019〕13号、《关于加强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

的若干意见》湘教发〔2018〕38号文件，以及《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专业

教学标准》、《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关于修订2022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

导性意见》、《教育信息技术学院2022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整改工作方

案》进行 2022级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特

制订方案如下：

1.成立工作小组

主笔人：李平、谢红玉

主审人：付高勤、李梅、李佳楠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陈强、刘志华、杜雨晴



26

行业专家：朱喆（高级工程师 湖南东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万勤（高级工程师 湖南东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罗明（高级工程师 湖南东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人培方案制订具体人员分工表

表19 具体人员分工

序号 工作任务 人员姓名 任 务 具 体 内 容

1 主笔人 李平
撰写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教学

进程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检查课程描述、课程标准等工作。

2 主笔人 谢红玉
撰写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报告、重构课程体系、调整课程课序、确定

课程学时安排，检查课程描述、课程标准等。

3 成员 陈强

撰写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基础课程：机械制图、AutoCAD、电工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电气控制、液压与气动技术、等课

程课程描述。

4 成员 刘志华

撰写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核心课课程标准：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建模

（Solidworks）、PLC技术（SIMENES）、组态软件应用技术（WINCC）、伺

服变频技术应用等课程的课程标准。

5 成员 杜雨晴

撰写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核心课课程标准：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Robotstudio)、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ABB)、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

护、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等课程的课程标准。

6 行业专家 朱喆
对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规划进行把关，把握岗位设置的合理性，培养规格的

科学性、规范性，课程体系重构的科学性、的规范性等。

7 行业专家 万勤
提供岗位设置的合理性，培养规格的科学性、规范性，课程体系重构的科

学性、的规范性等参考意见。

8 行业专家 罗明 提供行业发展动态，为人培修制订提供修改意见。

（二）学分制

实行学分制。学生在校修业年限不得少于3年，不超过6年。

（三）“1+X”证书制度及职业资格证

本专业实行课证融通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我校将根据国家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要求适

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也鼓励学生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证等职业资格证

书。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获奖等可计算学分，也可置换

相关课程，具体见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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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比赛获奖转换学分、课程表

类型 成果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

学分
转换课程名称

认定与

转换要求

职业资

格证书

英语等级考试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委员会
8 公共英语

A级及以上，

可累计

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3.5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 一级以上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

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
2 普通话 三级甲等以上

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技

能等级证

教育部和北京赛育达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机器人视觉技术

（康耐视）
中级

智能制造生产管理与控

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4

PLC技术

（SIMENES）
中级

相关荣

誉证书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大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

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4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

统三维建模

（Solidworks）

三等及以上获

奖证书

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技能比赛
湖南省教育厅 2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WINCC）

三等及以上获

奖证书

湖南省“黄炎培”大学

生创新创业规划大赛
湖南省教育厅 2 专业选修课1门

三等及以上获

奖证书

课程学习

培训经历

证书

SYB培训
岳阳市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
2 专业选修课1门 获得证书

（四）动态调整机制

本方案根据社会发展、工业机器人行业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和年度诊改结

论，会适时对课程和相关安排进行调整，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达到培养目

标。

（五）附件

附件1.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描述；

附件2.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附件3.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调研报告；

附件4.学校党委会审定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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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描述

1.公共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语文、高

等数学、公共英语、体育与健康、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劳动教育、入学与安全教育等15

门课程，共43学分。

（1）《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1001/2101002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4 实践学时 10

课程学分 3 开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加强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成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知识目标:了解人生观的主要内容，掌握人生价值的评价方法；理解理想信念的内涵与特征，领

悟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理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掌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认识道德的功能与作用，掌握公民道德准则和道德践行的基

本途径；理解法律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

3.能力目标:能够将道德的相关理论内化为正确的道德认知，遵守道德规范，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运用相关的法律知识分析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等领域的现实法律

问题。

主要内容

1.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2.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3.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4.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5.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6.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7.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

教学要求

1.教师:教学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确保学生的抬头率

和点赞率，不断增强教学的参与度和亲和力。

2.教材:教材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版），并配套使用中国大学

MOOC线上慕课、超星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资源库、思想政治理论课资讯平台、学习强国APP等数字化教

学资源。

3.教法:利用教学平台开展信息化教学，以理论讲授法为主，适时采用任务驱动法、案例分析法、

情境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主要利用“课堂—校园—社会”三大实践阵地，积极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

考核评价

1.考核形式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50%）+终结性评价（50%）。过程性评价由课堂表现（10%）、线上学习

（20%）和综合实践（20%）组成，其中综合实践实行一票否决制，即未参加综合实践者平时成绩记零

分；终结性评价为期末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基本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以及运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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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养。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1003/2001004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8 实践学时 4

课程学分 2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依据的理解，坚定“四个自信”，加强政治认同、

法治意识，培育职业精神，塑造健全人格，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

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

斗之中。

2.知识目标：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掌握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3.能力目标：

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正确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

场、观点、方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主要内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2.毛泽东思想

3.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

学中能按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为本，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

教学全过程，不断推进教学改革，用充分的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让学生真懂、

真信、真用。

2.教材

教材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年版）》，并

配套使用学习强国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课程平台、试题库、资源库以及中

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

3.教法

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包括多媒体课件、各种音像资源，如投影、录像、电视资料

等以及网络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学习和理

解；加强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社会大课堂，通过多样性的实践活动，丰富教学

内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考核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1.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其中纪律态度、课堂参与、作业占10%，线上学习占20%，综合实

践占20%。过程性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出现如下情况过程性评价得分为零:出现无故旷课3次或不

参加综合实践和线上学习。

2.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使用无纸化考试平台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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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信息及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18/2201019 课程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必修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8

课程学分 3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理论依据的理解，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政治信仰、朴素的

人民情怀、丰富的文化积淀、长期的艰苦磨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理论思考中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在阅读践行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知识目标：

全面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理论品格、重大意义，

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3.能力目标：

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正确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观点、方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2.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3.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4.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6.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7.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

学中能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为本，把立德树人贯穿到

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推进教学改革，用充分的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让学生真

懂、真信、真用。

2.教材

教材使用中央级统一教材，并配套使用学习强国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

课程平台、试题库、资源库以及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

3.教法

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包括多媒体课件、各种音像资源，如投影、录像、电视资料

等以及网络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学习和理

解；加强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社会大课堂，通过多样性的实践活动，丰富教学

内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考核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1.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其中纪律态度、课堂参与、作业占10%，线上学习占20%，综合实

践占20%。过程性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出现如下情况过程性评价得分为零:出现无故旷课3次或不

参加综合实践和线上学习。

2.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使用无纸化考试平台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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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势与政策》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1005、2001006、2001007、

2001008、2001009

课程名称 形势与政策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40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

课程学分 1学分 开设学期 第一、二、三、四、五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 素质目标

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大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国内外形势，统一思想，培养正确分辨能

力和判断能力。

2. 知识目标

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

3.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正确分析形势和理解政策的能力，特别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敏感问题、社

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思考。

主要内容

1.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专题；

2.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专题；

3.关于港澳台工作专题；

4.关于国际形势与政策专题。

教学要求

1. 教师

注意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创新，树立教学以学生为本，教育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努

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教学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

课堂教学管理，确保学生的抬头率和点赞率，不断增强教学的参与度和亲和力。

2. 教材

教材使用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并配套使用

人民网、学习强国app，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学习通线上课程平台、试题库、资料库

以及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教学资源。

3. 教法

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确定一些有实践价值的课题供学生选择，

联系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考核评价

1. 考核形式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50%）+终结性评价（50%）。过程性评价突出能力素质的考评，分

为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占20%（含出勤、作业、课堂表现等），课堂小组合作占30%（小组分

工协作完成项目任务、组织汇报等）；终结性评价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内容及要求决定，可以

采用写专题论文、调研报告等形式，占总成绩的50%。但如果学生出现无故旷课2次及以上，本

期总成绩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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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语文》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1、1901022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8

理论学时 22/26 实践学时 10/10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查、考试

课程描述

课程

目标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社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2.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进一步了解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掌握一定的文学基本知识、应用文体写作

知识和语言表达知识，夯实从业基础。

3.能力目标

在中学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正确阅读、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进行日常应用文体

写作，将语文知识与本专业相结合进行创作性的学习。

主要

内容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四大模块（文学作品、口语交际、应用写作和传统文化），并按人文主题进行归类，

分别为：1.惜时劝学，放歌青春；2.守心励志，飞扬人生；3.悟道明理，语惊四座；4.知人认世，感悟生

命；5.治国有常，利民为本；6.怡情养性，品味世态。

文学作品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外国经典作品为辅，并辅以文学史常识，旨在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

口语交际和应用写作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教学

要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功底，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适时地引导启发。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的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职高专人文素质系列新媒体教材《高职新语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细芝主

编。

3.教法

（1）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审美情趣的提升和培养。

（2）采用课前预习、课中答疑讲解、课外巩固拓展的系统学习方法。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适当选取不

同的教学内容，实现整合；

（3）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合，部分学习资源可以在线上发布分享、部分考核评价的内容也可以在线上进

行。

考核

评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包括课前学习准备、出勤情况、课堂表现、课后作

业、实践拓展五个方面。

过程性考核=课前学习准备15%+出勤情况10%+课堂表现30%+课后作业30%+实践拓展15%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基础知识题占卷面分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能力素质方面的考核分数不能

少于三分之一。

（6）《高等数学》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3/1901024 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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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时 26/28 实践学时 6/8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有理想、有抱负，热爱祖国；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

识；崇尚科学思维，有较强的毅力，不怕困难；具有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了解数学文化；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和性质，掌握数学的运算法则，能够熟练计算和运用；掌握利用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方法步骤。

3.能力目标

抽象概括、推理论证、运算求解等基本能力；利用数学知识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据分析处

理的能力；数学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发展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基础篇、拓展篇、实践篇三篇内容，共六章。基础篇包括函数、极限、连续、一元函数

微分学和一元函数积分学，共三章。拓展篇包括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共二章。实践篇包括MATLAB数学实

验，共一章。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了解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史等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思想方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能根据各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以“应用”为目的，夯实学生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

（3）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效的改善教与学的方式。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应用高等数学》，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胡桐春

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为引领，突出服务专业，体现数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2）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以基础概念为基础，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合作

式、任务驱动等方法组织教学活动。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30%）

过程性考核评价主要对课前准备、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和小测与作业四个方面进行考核。

过程性考核=课前准备*20%+出勤*20%+课堂表现*30%+小测与作业*30%。

2.终结性考核评价（7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对学生的数学知识基础、数学应用能力、数学实践能力和数学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

考核，采用闭卷考核的方式。

（7）《公共英语》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5/1901026 课程名称 公共英语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36

理论学时 68 实践学时 68

课程学分 8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课程描述

课 1.素质目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BA%94%E7%94%A8%E6%84%8F%E8%AF%86/68348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6%84%8F%E8%AF%86/38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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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目

标

培养学生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能够在职场中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2.知识目标：

掌握2700---3000的英语词汇；句子结构、时态、语态等语言规律，在语言实践中巩固和运用高中或中

职阶段所学的基本语法知识。

3.能力目标：

能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译，能写常用的应用文，能有效完成日常生活和职场情境中的沟通任

务并形成善于探究的思维品格，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能够运用英语进行终身自主学习。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包括模块一：职业与个人，包括人文底蕴、职业规划、 职业精神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求职应

聘、文件处理、活动策划、活动组织、参访接待、市场调查等。

模块二：职业与社会，包括社会责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营销策划、电子邮

件处理等。模块三：职业与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职场环境专题。职场情境任务有危机公关、交易善后

等。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英语专业知识和爱国情怀，以学生为主体，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坚

定的理想信念。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有针对性地设计课堂讨论、口语演讲、英语朗诵、情境模

拟等教学活动提升学生英语能力。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十三五”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规划教材《新潮实用英语综合教程》，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王美娣总主编。

3.教法

（1）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课内与课外训练相结合，提升学生的英语基本技能和英语综合能

力。

（2）采用任务驱动、翻转课堂、合作探究、情境演练等方法，把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

段相结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英语APP及多样的线上学习课程资料提高教学效率，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

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英语表达能力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是英语绘本剧、童话剧、英语歌曲、

诗歌、电影片段表演、教学片段表演等形式。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50%＋现场展示50%

（8）《体育与健康》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28；1901029；

1901030；1901031
课程名称 体育与健康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96

课程学分 6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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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了解部分运动项目的规则与裁判法，培养学生的规矩意识、提高学生欣赏高水平运动比赛的能

力及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人格特征、积极的竞争意识以及团队合作态度。

2.知识目标：使学生正确认识体质、健康与体育的关系，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

3.能力目标：使学生掌握两项以上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发展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协调等身体素质，增强体质。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十个模块：

1.体育理论知识；2.田径；3.操类运动（广播体操、幼儿广播体操、大众 1、2、3 套健美操、啦啦

操、伦巴、恰恰、华尔兹等）；4.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等）；5.民族传

统体育（太极拳、套路、蹴球等）；6.健康体适能（瑜伽、跳绳、哑铃、杠铃等）； 7.广播（幼儿）体操

的组织教法及创编；8.体育游戏的组织及创编；9.队列队形的口令指挥技能；10.“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的实施。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精湛的运动技能，运动能力和技术控制能力。

（2）具有深厚的体育理论知识，能掌握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和运动医学基本理论。

（3）具有扎实的运动实践，有深厚的体育教学能力和体育教学艺术创新能力。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体育理论与实践教程，具有体育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由

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白晋湘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增强学生体育意识，发展健康观，促进体育习惯

形成。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运动损伤预防及处理、体质评价及运动处方、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实施，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3）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

（4）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提高体育运动兴趣及认识。

（5）实践教学：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边互助活动，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学生

的主体创造性。切实加强对学习方法和练习方法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的能力。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30%

（1）考勤考核标准:全勤10%分。凡旷课一次扣3分，事假一次扣2分，病假一次扣1分，迟到一次扣1分，

早退一次扣1分，缺课达到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体育考核。

（2）学习态度考核标准: 20%分。凡学习认真，练习积极，服从管理，互帮互学，虚心好问，进步明

显，着装符合要求的可给予满分或相应分数。而课堂着装不符合体育课要求（穿西装、裙子、皮鞋、凉

鞋、拖鞋等），一次扣2分。

2.终结性考核70%

（1）主要评价内容: 心肺功能项目考核+项目考核。

（2）《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未能达50分按结业处理。

（3）阳光体育校园跑未完成学期不予及格。

（9）《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1 课程名称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12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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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帮助学生确立职业发展的概念和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愿意为个人生涯发

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积极主动拼搏和奉献。

2.知识目标:

使学生认识自我特性、职业特性以及社会环境，分析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熟悉劳动力市场信息和

职业分类知识，具备职业发展所需的观念和能力。

3.能力目标：

客观认识自我，提高就业竞争力，签订合法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做好求职资料和面试准备，顺利

实现从学生向职业人的角色转变。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五个模块：1.探索职业世界；2.自我认知与决策；3.职业素质培养；4.就业能力提

升；5.综合实践训练；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热心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关注大学生职业成长与人生发展，具有一定的职业规划和就业

指导实践经验；

（2）具有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具备驾驭课堂

的能力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2.教材：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李新东主编。

3.教法：

（1）以提升职业素质为基础，以强化职业能力为本位，课堂教学与个性化就业指导相结合，理论和

实践交替、突出实践。

（2）按照“探究・合作・生成性”教学理念，努力实现向教学体系的创造性创新性转化。

（3）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

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为综合能力评价。

通过学生撰写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考核学生的职业规划综合能力。

（10）《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33 课程名称 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22 实践学时 14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引导学生积极创造人生，把个人追求和中国梦结合起来，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业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时代新人。

2.知识目标:

理解创业思维框架，掌握创业有关理论知识，树立创业实践的新认知和新思维,熟悉创业大赛和路演

流程及要点。

3.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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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学生合作共创，创造性解决问题，提升其价值创造力。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分为十一个模块：1.创业与人生；2.创业新时代；3.管理思维与创业思维；4.整合创业

资源；5.控制创业风险；6.组建创业团队；7.如何转化意外；8.做好非预测性控制；9.成为创业型学习

者；10.创造喜爱的人生；11.创新创业能力综合实践。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热心创新创业教育，关注大学生职业成长与人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创业实践经验；

（2）具有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具备驾驭课堂

的能力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2.教材：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础模块化实训教程》，韩娇主编。

3.教法：

（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微课、慕课、SPOC 等教学资源，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启发学生创新思路，提高学生参与度。

（2）项目式教学：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在系列项目完成的过程中，有效提升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自主协作能力。

（3）任务驱动教学：创设任务情境，以学生为中心，坚持自主学习与小组合作相结合、经验传授与

创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4）充分开展实践教学，组织开展创业项目设计、创业大赛等活动，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

识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创业能力。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

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生撰写商业计划书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路

演。

终结性考核评价=商业计划书50%＋现场展示50%

（1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2 课程名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8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

目标

1.素质目标

引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养，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引导学生善待生命，加强对生命的认识，增强抗挫能力，发掘其生命潜能。

2. 知识目标

使大学生了解一些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大学生心理健康基本知识，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调适的方法。

3.能力目标

大学生能进行基本的自我调适，客观认知自我，能运用所学心理学知识解决遇到的心理方面的难题，进

一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耐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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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大学生生涯发展、大学生自我意识、大学生人格培养、大学生学习与创造、大学生

情绪管理、大学生压力与挫折应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大学生常见精神障碍的求助与

防治、大学生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等十个专题。主要介绍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思想道德、自我意识、

人格、情绪、学习、创造、人际交往、恋爱、挫折、择业求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大学生心理素质健康发

展的规律和对策，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指导大学生学会学习、生存、适应、合作，有助于大学生学会承受

挫折和面对压力，在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不断提高生命质量。

教学

要求

1.教师

（1）具有学科背景和深厚的教育情怀、爱国情怀，树立基于心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

主体，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2）能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实际，合理且有针对性地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开展课堂讨论、比

赛等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湖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由胡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3.教法

（1）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结合任务驱动教学及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过

程。

（2）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案例学习，与大学生职业发展相融合，探索课堂教学与专业发展相融

合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个人心理成长故事的分享和案例探讨，学生研讨学习等形式。

考核

评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案例分享、

学习通平台学习与测试等五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20%+出勤情况20%+案例分享20%+学习通平台学习与测试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

（12）《军事技能》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116 课程名称 军事技能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1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112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学生令行禁止、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

2.知识目标：认识并学习军事基本技能，掌握基本技能要点。

3.能力目标：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养成良好的军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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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分为四大模块：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主要包括共同条令教育、队列训练等；

2.射击与战术训练：主要包括轻武器射击、战术基础等；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主要包括格斗基础、战场医疗救护、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

防护等；

4.战备基础与应用训练：主要包括战备规定、紧急集合、行军与宿营、野外生存、识图用图等。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军事技能功底，对每个动作要领能够清楚的讲解示范，能引导学生自觉掌握各种军事

技能，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2）能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技能教学。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新时代 大视野-大学军事教程》，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李国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军事技能要遵循习近平强国强军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以提

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

（2）示范法教学：通过老师的师范动作，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军事技能要领。

（3）分组练习法：把一个班级分成若干小组进行练习，挑出好的小组进行展示学习。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在训练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军事技能

的掌握。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3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出勤情况、动作技能的掌握情况

三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30%+出勤情况35%+动作技能的掌握情况35%

2.终结性考核评价（7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是现场展示。

现场展示的考核则是对某个军事技能进行展示并对动作要领进行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动作要领讲解30%＋军事技能现场展示70%

（13）《军事理论》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3 课程名称 军事理论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1.素质目标：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2.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军事基础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3.能力目标：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含义和主要内容，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



40

标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分为五大模块：

1.中国国防：包括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建设、我国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安全概述、国家安全形势、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包括军事思想概述、外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包括战争概述、新军事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包括信息化装备概述、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教

学

要

求

1. 教师

（1）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深入了解中国军事思想的主要精神，能引导学生自觉的关注国防事

业，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军事思想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理论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本课程选用的是《新时代 大视野-大学军事教程》，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李国强教授主

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军事课要遵循习近平强军思想论述、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以提升

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中国国防、军事思想、现代战争等，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

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3）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和历史典故，让学生了解军事思想教育对中国国防的贡献与认识。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中国军事思

想的理解。

（5）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领会国防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

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开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介绍中国国防中的某一部分，要

求制作PPT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50%＋现场展示50%.

（14）《劳动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6 课程名称 劳动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4 实践学时 12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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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劳动自豪感，提升创意物化能力，培育不断探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和认真负责、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2）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形成良好的劳动习

惯和品质，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3）培育社会公德，厚植爱国爱民的情怀。

2.知识目标：

（1）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的培养要求，

掌握满足日常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知识；

（2）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观念。

3.能力目标：

（1）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必备劳动能力，体认劳动不分贵贱；

（2）提高职业劳动技能水平，增强劳动自立自强能力。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

2.定期开展校内外公益服务性劳动，做好校园环境秩序维护，运用专业技能为社会、为他人提供相关

公益服务。

3.依托实习实训，参与真实的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4.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优秀毕业生报告会”“优秀劳模宣讲会”“劳动安全和法规”等专题讲

座。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由校领导主管，公共课教学部负责规划设计、组织协调、资源整合、过程管理、总结评价等。

（2）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

（3）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人，发挥教职员工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的作用，充分利用党组织以及学生社

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3.教法

（1）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厚植爱国爱民的情怀，加强对学生正确的劳动

态度和劳动精神的培养。

（2）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

力，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

（3）通过校内外公益服务性劳动等方式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组成。

1. 过程性评价（50%）

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表现，注重从行为表现中

分析把握劳动观念形成情况。以自我评价为主，辅以教师、同学、家长、服务对象、用人单位等他评方

式，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指导学生如实记录劳动教育活动情况，收集整理相关制品、作品等，选择代

表性的写实记录，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学生学年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自我评价 50%＋教师评价 20%＋同学评价 20%+其他评价 10%

2. 终结性评价（50%）

学期结束时，依据学期目标和内容，结合综合素质档案分析，兼顾必修课学习和课外劳动实践，对学

生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品质等劳动素养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定。

（15）《入学与安全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003091 课程名称 入学与安全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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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热爱学校和集体的意识；

（2）树立正确的专业意识，形成责任感和使命感；

（3）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

（1）通过观看学校的校史馆，了解学校，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2）通过参加专业宣讲，了解所学专业建设与发展情况；

（3）通过邀请名师名家讲座，了解并掌握在学校生活、学习方面的安全知识。

3.能力目标

提高学生专业发展意识；提高学生自身保护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

主要内容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观看学校的校史馆、图书馆、校园、学院或专业宣传片，了解所学专业特

点等）；

2.安全教育（学习、生活、寝室、出行等）。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具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身体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着眼学生特点，既注意教育

的阶段性，又注意教育的连续性，引导学生健康发展，积极融入大学生活。

2.教材

本课程主要选用《大学生入学教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学生安全教

育》，卿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教材。

3.教法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现场教学法、读书指导法、自主学习法

等教法。

（1）多开展观看学校的校史馆、图书馆、校园、学院或专业宣传片等活动，引导学生在

活动中感受和体验；

（2）安排专业带头人或教研室主任对学生进行专业宣讲，帮助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特点，

梳理职业规划意识；

（3）邀请来校进行专题讲座的老师最好是扎根乡村教育的名师名家或者是在安全法制教

育方面有深入研究的行业专家。

考核评价

积极参与、认真听讲，笔记详细工整的同学，每参与1个讲座计0.25学分,；参与讲座不

认真不予计算学分；在讲座过程中严重违反纪律的同学根据学校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处

分。

2.公共限选课

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健康教育、大学美育、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5门课，共5学分。

（1）《中国共产党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1015 课程名称 中国共产党史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66477650.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06066265.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1806066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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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把握历史规

律吸取实践力量，争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提升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

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形

成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2.知识目标：了解我们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

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斗争史、

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把握党的

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3.能力目标：能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将所学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

和客观世界的行动能力；具备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错误社会思潮的能力。

主要内容

1.开天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大业

2.改天换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兴国大业

3.翻天覆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富国大业

4.惊天动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国大业

5.顶天立地：寻访红色足迹 传承思想火炬

教学要求

1.教师：具备坚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扎实的党史知识理

论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学中能按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生

为本，坚守立德树人，赓续红色血脉。

2.教材：参考中央级出版社教材，根据“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

培训网、学习强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云平台、中国知网论文库等数字化资源编制讲义，运用学习

通为学生提供线上学习资源包。

3.教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运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通过案例式、情境式、研讨式等多样化教学手段，不断为党史课程“提趣增味”。

考核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科目，采用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1.形成性考核占总成绩的70%，包括课堂表现、活动参与、线上学习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

2.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的30%，采用提交小论文或调研报告的形式考核评价。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111 课程名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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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提高学生文化品位，丰富学生精神世界,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健

全的人格，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

2.知识目标

熟知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领会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礼仪、科技等方面文化精

髓。

3.能力目标

掌握学习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养成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习惯,能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读当代社

会的种种现象。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安排了哲学、 文学、 艺术、科技、礼仪、节日、中华传统美德等知识，共分

为十个专题，以传递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拓展学生视野，开阔学生思维，陶冶学生情

感，丰富学生人文知识。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功底，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精神，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的优秀要素和传统思维方式，能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活

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第三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张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的培养。

（2）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等文

化，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3）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和历史典故，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文化巨匠对中国文化的贡

献与认识。

（4）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

（5）体验教学：组织学生观看相关教学资料片，让学生领会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6）经典导读：有计划的对儒释道经典著作进行解读，引导学生养成读诵经典的习惯，从中感悟

古圣先贤的真实智慧。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一）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

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20%

（二）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一

部分，要求制作PPT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期末闭卷考试50%＋现场展示50%

（3）《健康教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01 课程名称 健康教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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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健康教育学》培养学生刻苦勤奋、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学会关心、爱护、尊重自己和他人，养成良

好的职业素质和细心严谨的工作作风。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卫生保健知识，增强健康意识，选

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1. 知识目标

(1）掌握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2）掌握康教育项目的设计、执行、评价的基本过程；

2.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初步运用健康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具有初步的计划并管理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项目的能力。

3. 素质目标

（1）改善人际关系，增强人们的自我保健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

（2）增强健康理念，从而理解、支持和倡导健康政策、健康环境。

主

要

内

容

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五个方

面，其目标和核心内容分别为：

1.健康生活方式

目标：树立现代健康意识，掌握健康管理和健康决策的基本方法，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觉

规避、有效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

核心内容：现代健康的概念；高校学生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决策和健康管理的基本原

则；饮食行为与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其应用，日常生活常见的食品安全隐患与防范（食品安全五要

素）；睡眠与健康，睡眠不足与睡眠障碍的危害，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预防网络成瘾；运动与健康，科学

锻炼原则及方法、运动负荷的自我监测；烟草危害及戒烟策略，毒品（新型毒品）危害及禁毒，物质滥用

（酗酒、滥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剂等成瘾性药物等）的危害及防范；环境卫生与健康。

2.疾病预防

目标：增强防病意识，掌握常见疾病的预防原则和常规措施，提高防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能

力。

核心内容：常见传染病（如流感、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等）的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压、糖

尿病、肿瘤等）的基本知识、预防原则和常规措施；抗生素滥用对健康的危害，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的意义和项目选择；常用的健康指标、正常范围，测定身体健康状况的常用方法（如测量

腋温和脉搏、血压等）；正确选择必要、有效的保健与保险服务。

3.心理健康

目标：树立自觉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掌握正确应对学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不良情绪和心理压力必需

的相关技能，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核心内容：心理健康的概念；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相关社会因素；抑郁症

和焦虑症的表现，自我心理调适与技能，促进积极情绪与缓解不良情绪的基本方法；维护良好人际关系与有

效交流的方法；心理咨询与服务利用，常见心理问题或危机的辨识与求助；珍爱生命。

4.性与生殖健康

目标：树立自我保健意识，掌握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能力。

核心内容：性与生殖健康的基本知识；友谊、爱情、婚恋、家庭与伦理道德；优生优育与适宜有效的避

孕方法；非意愿怀孕和应对措施；常见生殖健康问题与自我保健方法；无保护性行为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常

见性传播疾病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流行与控制，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和预防措施，艾滋病咨询检测

和服务，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预防性侵害的方法和技能。

5.安全应急与避险

目标：树立安全避险意识，掌握常见突发事件和伤害的应急处置方法，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

核心内容：突发事件与个人安全防范，意外伤害（触电、溺水、中暑、中毒、运动创伤等）的预防、自

救与互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无偿献血基本知识，无偿献血是公民的义务；休克、晕厥、骨折等急症的现场

救护原则，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院前急救技能；动物（犬、猫、蛇等）抓

伤、咬伤后的应急处置；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甄别不科学、不健康信息的技能与方法；实验、实习等场所安

全要求与防护技能，注意个人防护，避免职业伤害；旅行卫生保健的基本要求，规避旅行中的健康与安全风

险的基本措施和策略。

教

学

要

求

资源保障：加强教学资源建设，积极开发健康教育的教学课件、教学图文资料、音像制品等教学资源，

增强健康教育实施效果。

制度保障：坚持教研制度，把健康教育教学研究纳入教研工作方案，针对不同学年龄段的学生特点，开

展以知识传播与技能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研究工作。以现有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和体育教师为根底，采取自学

和出外学习等形式，强化教师培训，不断提高教师开展健康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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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评

价

评价的重点包括学生健康意识的建立、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卫生习惯、健康行为的形成,评价以学

生自评为主，同时结合家长、教师的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采取方法有调查问卷、当面座谈、考查学

习知识、以及成果展示等。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论参

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习通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展示大学美育教学内容中的某

一部分，要求制作PPT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学习通在线考试50%＋现场展示50%

（4）《大学美育》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1901075 课程名称 大学美育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有较高的感受、理解、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综合艺术修

养和审美素质，在此基础上能够提高一定的审美应用能力及审美创造力。

2.知识目标

理解大学美育中的专业术语、概念和观点，初步掌握进行艺术鉴赏所必需的美学基本理论、基础知

识和基本方法。

3.能力目标

综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生活志趣和生活热情，提高情商，开阔视野，全

面提升创造力、认知能力等。

主要

内容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大模块：1.美育通识理论模块，主要涉及美学常识，重点阐述美感体验和审美作

用。2.美育主体模块，由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辞章美、技术美等部分构成。

教

学

要

求

1.教师

（1）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和良好的美学素养，有深厚的美育文化理论功底，较高的感受、理解、鉴

赏能力，教师应成为美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审美热情，陶冶学生性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

价值观。

（2）能根据现阶段各专业学生对美育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美育的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本课程选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大学美育》（第一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张建教授主编。

3.教法

（1）思想引领：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为引领，加强对学生审美综合素养的培

养。

（2）混合式教学：通过信息化技术等手段，利用线上课程资源，做好课前启发和课后拓展，促进

大学美育课堂教学中知识点、思维能力的内化。

（3）专题讲解：采取专题讲座向学生介绍摄影鉴赏、影视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戏曲鉴赏

等内容，并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

（4）案例教学：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实例，引导学生对大学美育相关内容进行实践操作。

（5）答疑讨论：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加深对大学美

育教学内容的理解。

考

核

本课程考核评价由过程性考核评价和终结性考核评价组成。

1.过程性考核评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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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在平时的过程性学习中对学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主要通过学习态度、平时作业、出勤情况、群组讨

论参与率四个方面来进行。

过程性考核=学习态度20%+平时作业30%+出勤情况30%+群组讨论参与率与个性化观点20%

2.终结性考核评价（60%）

终结性考核评价主要由理论知识和现场展示两部分构成。

理论知识的考核通过学习通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的考核则分组展示大学美育教学内容中

的某一部分，要求制作PPT课件辅助讲解。

终结性考核评价=学习通在线考试50%＋现场展示50%

（5）《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201017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限选课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课程学分 1 开设学期 第五学期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领悟中华复兴伟业的民族大义，不断增强“五个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和祖国观，提升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我国民族的基本情况以及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

基本理论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藏汉合为一家的历史脉络为主线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开

展民族事业、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生动实践。

3.能力目标

能够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分析和研究民族现实问题，自觉贯彻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

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争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石榴籽。

主要内容

1. 中国及世界民族的基本情况

2.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3.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4.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生动实践：唐蕃和同似一家——交融汇聚成一家——翻身农奴把歌

唱——改革开放显成就——全面小康不能少

5.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共筑中国梦

教学要求

1.教师

教师必须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功底，充分了解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

基本原则及历史变革，善于学习和掌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最新成果；熟悉各族学生的思想实

际，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教学活动。

2.教材

教材使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并配套使用中国大学MOOC线上慕

课、超星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资源库、思想政治理论课资讯平台、学习强国APP等数字化教学资

源。

3.教法

在教学形式上，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案例分析、主题讨论、情境模拟等方法；在教学活动

上，可以针对学生特点，推出每周一歌活动或者播放优秀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不断提升教学的趣味

性和生动性。

考核评价

1.考核形式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50%）+终结性评价（50%）。过程性评价由课堂出勤（10%）、课堂表

现（20%）和课后作业（20%）组成；终结性评价主要以撰写小论文和调研报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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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基础必修课

主要有智慧教育技术基础、信息素养、机械制图、电工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基础、AutoCAD、机械设计基础、电气控制、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WINCC）等9门课程，共26学分。

（1）《智慧教育技术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1、2106002 课程名称 智慧教育技术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群）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6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46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查、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1.素质目标

（1）通过实践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2.知识目标

（1）掌握Windows10系统基本操作；

（2）掌握Office三大办公软件基本操作(Word、Excel、PPT)；

（3）掌握计算机发展史。

3.能力目标

（1）培养计算机基本操作能能力；

（2）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良好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培养团队协作和和谐的沟通能力。

主要内容

智慧教育技术课程主要包含六大主题的内容：

一 文档处理
包含文档的基本编辑、图片的插入和编辑、表格的插入和编辑、样式与模

板的创建和使用、多人协同编辑文档等内容。

二 电子表格处理
包含工作表和工作簿操作、公式和函数的使用、图表分析展示数据、数据

处理等内容。

三 演示文稿制作
包含演示文稿制作、动画设计、母版制作和使用、演示文稿放映和导出等

内容。

四 信息检索 包含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搜索引擎使用技巧、专用平台信息检索等内容。

五
新一代信息技

术
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基本概念、技术特点与典型应用、技术融合等内容。

六
信息素养与职

业文化
包含信息技术发展史、个人素养与行业行为自律等内容。

各个主题的教学与实际案例相结合，选取贴近生活、贴近学习、贴近工作的案例，在教学中注重使

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基本采用“任务描述→技术分析→示例演示→任务实现→能力拓展”的

形式组织教学。

教学要求

一、教学要求

1.立德树人，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社会责任教育。

本课程教学要高度重视立德树人的课程任务，切实落实课程思政教学要求，使学生在纷繁复杂

的信息社会环境中能站稳立场、明辨是非、行为自律、知晓责任。

2.突出技能，提升学生信息技术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

重点突出学生信息技术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理解数字化学习环境、数字化资源和工

具、信息系统的特点，能熟练使用各种软件工具、信息系统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展示交流，为

学生将信息技术与专业能力融合发展奠定基础。学生应具备在数字化环境下解决生活、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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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3.创新发展，培养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创设适合学生的数字化环境与活动，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协作学

习、探究学习，并进行分享和合作，倡导积极探索的自主学习方式；利用数字化资源与工具，完成

学习任务和支持任务需求得到解决。学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平台，创设学习环境，形

成自主开展数字化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二、课程资源开发与学习环境创设

本课程依据课程标准开发智慧教育技术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利用成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手

段，将优质的数字化课程资源让更多的师生分享、受益，提升学生信息技术课程学习效果。

根据学生人数和教学安排，建设满足教学需要的智慧教育技术教学机房等设施，配备数量合

理、配置适当的信息技术设备，提供相应的软件和互联网访问带宽。根据最新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要

求，要求机房安装好WINDOWS 10操作系统和OFFICE 2016的软件版本，以适应新的一级（MS

OFFICE）等级考试的要求。

同时，建设并有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引入数字化资源和工具，支持传统教学模式与混合学

习、移动学习等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进行数字化学习环境创设，开展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三、职业资格证书

本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结合起来，做好课程教学与技能的衔接、实现多证

融通的人才培养。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应该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办公软件）合格证

书，并能够应用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考核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过程性评价在考查学生相关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关注信息意识、计算思

维、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信息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的发展，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各方面能力的

提升情况。

总结性评价基于学生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信息能力和学习迁移能力培养要求，创设基于应用情

境的项目案例，考查学生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以及自我创新和团队

协作等方面的表现，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业状况。

考核评价方式如下：

过程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评价考核方式

50% 50% 自评和互评、小组评价、学习平台过程性评价、期末

应用能力考核、期末理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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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素养》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3 课程名称 信息素养

课程性质 专业（群）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程目标

1.素质目标

为大学生获取更多知识与技能赋能，让信息素养成为学生成长的核心素养，为每个学

生成为一名准职业人做好充分的准备。

2.知识目标

掌握数码产品的选购方法、应用软件的安装方法、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信息加工的

一般方法、了解目前互联网的一些新技术、大学生在互联网上的典型应用等知识。

3.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与训练，培养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选择性地获

取优质信息，掌握信息加工的一般方法和技能等。

主要内容
本课程按照项目任务的方式进行内容建构，主要介绍：工具选购、工具使用、信息获

取渠道、信息分类、信息加工方法与技术、网络安全、主流互联网技术、大学生在互联网

上的主要应用。

教学要求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线上了解目前主流的数码产品、如何使用搜索引擎、怎样

保护信息安全等；线下教学：训练学生掌握安装应用软件的方法、信息加工的方法、大学

生在互联网上的典型应用等。

考核评价

1.考核形式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期末上机考试相结合的形式。

2.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占比 70%+期末成绩占比 30%。其中平时成绩（100%）=A（10%）

+B(20%)+C(50%)+D（20%）。各项得分的具体评定依据为：

A 课堂表现：到课、发言与提问情况。缺课 1 次，该项扣掉 50%。发言与提问情况，特

别积极者（约占班级学生数的 1/5），如无缺课，该项得满分；其他同学，如无缺课，得本

项成绩的 70%；

B 作品呈现：教师打分（特别优秀为满分，稍有瑕疵酌情扣分）+学生互评；

D课前分享：按照花名册依次完成课前分享，根据内容完成度计分。

3.期末成绩评定

本门课程采用课程汇报的方式进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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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械制图》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1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总学时 60

理论学时 15 实践学时 45

课程学分 3.5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具备中高级绘图员职业资格认证所必须的机械制图理论知识与技能，在实践中养成生产意识、

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素质。

2.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及投影法基本知识和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绘制、零件

结构分析、零件表达方法选择，绘制各种零件图及装配图

3.能力目标

能识读各种零件图和装配图具有查阅机械手册、国家标准等工具书和资料。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涵盖机械制图几何绘图，零件图绘图、装配图绘制。包括减速器拆装、机械制图国

家标准、减速器零件基础环境设置、减速器零件结构分析及图形绘制等6个模块，20个任务。

教

学

要

求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线上学习制图国家标准等基础知识完成章节练习、线下完成平面图

形、组合体、零件图绘制等各项任务的实施与评价。

考

核

评

价

1.考核形式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期末上机考试相结合的形式。

2.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占比60%+期末成绩占比40%。其中平时成绩（100%）=A（10%）

+B(20%)+C(50%)+D（20%）。各项得分的具体评定依据为：

A课堂表现：到课、发言与提问情况。缺课1次，该项扣掉50%。发言与提问情况，特别积极者

（约占班级学生数的1/5），如无缺课，该项得满分；其他同学，如无缺课，得本项成绩的70%。

B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完成微课视频，该项得满分。少看1个视频，扣本项成绩的5%。

CAPP作业、讨论：完成所有作业和讨论记满分，少一次扣本项成绩的5%。

D课前分享：按照花名册依次完成课前分享，根据内容完成度计分。

3.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考核为上机考试,时间一般定为90分钟。试卷题型主要是完成完整的工程三视图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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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工技术》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6 课程名称 电工技术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60

理论学时 15 实践学时 45

课程学分 3.5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坚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备标准化与规范意识，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逻辑思维，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网络道德

和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

掌握基本电参量，掌握直流电阻电路的测试与分析，掌握基本低压配电线路，掌握三相异步电

动机及控制电路的安装。

3.能力目标

能够分析与测量基本电参量，能够进行照明电路的安装，能够进行低压电路的分析与设计，能

够进行小功率变压器的设计与检测，能够进行三相异步电动机控制线路的分析与安装。

主

要

内

容

1.基本电参量的测量与分析；

2.直流电阻电路的测试与分析；

3.动态电路的测试与分析；

4.荧光灯照明电路的安装；

5.低压配电线路的分析与设计；

6.小功率变压器的设计与检测；

7.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控制线路的分析与安装。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理论教室和电气实训室进行。实验室配备齐全的电气控制元件，

各种不同开关电器，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考核占6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线上答题

评分；终结考核为期末试卷考试，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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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7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30

理论学时 15 实践学时 15

课程学分 1.5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养成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2.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的特点及其相关

参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和安全操作等知识；

3.能力目标：

能根据工业领域的不同作业范围合理选用工业机器人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涵盖了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电气、控制等组成部分的知识，包括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参数

和分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系统，工业机器人的动力系统，工业机器人的感知和工业机器人的控制

系统等5个模块，10个任务。

教

学

要

求

采用线上线下灵活、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课前，利用学校课程资源或者MOOC国家精品课程资源

进行课前自学和预习，同时检测优质课程资源的应用效果。课内，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动画演示等多种教学方法。并通过智慧课堂进行线上即时问答、头脑风暴、随堂测试等多种活动形

式检验学生课堂学习效果。课后分享最前言的相关视频，扩展学生知识面。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考核占6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每次作业

评分、线上答题评分；终结考核为技能考核，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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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utoCAD》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2 课程名称 AutoCAD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0 实践学时 44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具备中高级绘图员职业资格认证所必须的机械制图理论知识与技能，在实践中养成生产意识、

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素质。

2.知识目标

各类零件图、装配图的识读和绘制，包括局部视图，半剖视图，全剖视图和断面图等相关视图

的表达方式。

3.能力目标

能熟练操作AutoCAD软件，能绘制各种零件图和装配图，能绘制符合国标的工程图纸；

主

要

内

容

本实训课程主要包括：盘盖类零件图、拔插类零件图和箱体类零件图的识读和绘制。知道不同

视图的表示的方法，合理选择视图表示零件图。

教

学

要

求

1.实验实训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机房中进行。电脑配备AutoCAD2020软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项目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工程技术图纸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的形式，过程考核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实训测评、实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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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8 课程名称 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和运动特性

3.能力目标：

能查阅《机械手册》，设计传动机构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涵盖了典型机构设计、机械联接和机械传动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机械设计基础绪

论；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带传动和链传动；

齿轮传动；齿轮系；螺纹联接；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轴等12个教学模块，46个任务。

教

学

要

求

采用线上线下灵活、开放式的教学方式。课内教学进行线上即时问答、头脑风暴、随堂测试等

多种活动形式；线下学生分组，根据需要各小组完成学习任务，组内和组间讨论和相互学习。课外

利用MOOC优质课程资源进行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评价占60%，包括课堂点名、课堂笔

记、课堂活动（即时问答、头脑风暴）、课堂讨论、学生作业、平时测验进行；终结性评价占40%，

即为期末试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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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气控制》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9 课程名称 电气控制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34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养成吃苦耐劳、团结合作和爱岗敬业的品德，养成认真细致、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的学习习惯

2.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电机及电气控制基本环节的相关理论

3.能力目标：

能绘制和识读电气工程图，能完成控制线路的安装与调试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涵盖电机及电气控制的基本知识，包括变压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单向运转控制、

电气系统图的识读和绘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逆运转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时序控制、三相异步

电动机的启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控制、单相异步电动机、

直流电机的控制、特种电机等11个模块，15个任务。

教

学

要

求

采用项目教学模式，线上采用MOOC的形式，主要用于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线下讲练结

合，主要是指导学生的操作并解决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整个教学过程采用课前的任务下达、

分析项目原理、指导安装工艺、讲授调试方法、检测评价，课后拓展延伸等方式进行教学。

考

核

评

价

考核评价分为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线上MOOC占30%，线下占70%，线下考核采用过程考核+成果

评价，其中过程考核占线下考核的80%，成果评价占线下考核的20%。线下考核主要是对项目的完成

情况进行评价，它包含了安全规范操作、责任与合作，创新、精准、环保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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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组态软件应用技术（WINCC）》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28 课程名称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wincc)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一、素质目标

1.坚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具备标准化与规范意识，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逻辑思维；

3.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网络道德和安全意识。

二、知识目标

1.触摸屏的工作原理；

2.掌握画面对象的组态；

3.掌握报警视图的组态、用户管理的应用；

4.HMI项目的组态技巧。

三、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进行画面对象的组态；

2.能够组态报警视图、用户管理视图；

3.能够进行画面简单的动画组态；

4.能设计HMI项目的画面；

5.能进行HMI画面的调试。

主

要

内

容

1.人机界面的硬件和工作原理；2.HMI组态与调试入门；3.项目组态的方法与技巧；4.画面对象

和组态；5.报警、系统诊断与用户管理；6.数据记录与趋势视图；7、人机界面应用实例。

教

学

要

求

一、教师

1. 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二、教具

1.教学场地：PLC机房；2.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第3版，机械

工业出版社。

三、教法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体化移动式教学资源，PPT、实训视频、仿真动画等丰富的教学资源，

小组式讨论与测验，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考核占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每次实操

评分、线上答题评分；终结考核为期末考查，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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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核心必修课

主要有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Solidworks）、PLC技术

（SIMENES）、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等6门

课程，共20学分。

（1）《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5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34

课程学分 3 考核形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

识的培养，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和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

2.知识目标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原理、系统组成及基本功能；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方式及手动操作；掌握机器人基

本指令的用法；掌握机器人通讯的方法；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涂胶、码垛和上下料运动的特点和程序编写

方法；

3.能力目标

（1）掌握用示教器操作工业机器人运动的方法；

（2）能新建、编辑和加载工业机器人程序；

（3）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搬运动作的运动程序；

（4）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涂胶运动的运动程序；

（5）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喷涂运动的运动程序；

（6）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运动程序；

（7）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码垛运动程序；

（8）提升对工作现场的危险进行预判能力以及排除隐患的能力。

主
要
内
容

认识工业机器人、机器人通讯、搬运编程与操作、涂胶编程与操作、喷漆编程与操作、数控车床上下料

编程与操作、码垛编程与操作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工业机器人实训室进行。实验室配备用于1+X考证的实训平台，各种不同

时期的计算机硬件产品，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考
核
评
价

考核形式：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随堂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成绩评定：课程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40%）+随堂考核成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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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Robotstudio)》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6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Robotstudio)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课程学分 2 考核形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了解机器人仿真软件，了解机器人仿真软件的应用；

（2）掌握构建基本仿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方法；

（3）掌握码垛机器人工作站、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打磨抛光机器人工作站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4）掌握 ABB 机器人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中的建模功能，能运用所学制图软件在 RobotStudio 中进

行建模；

（5）掌握 ABB 工业机器人离线轨迹编程方法；

（6）了解 ABB 机器人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中的其它功能。

3.能力目标

1.能正确的使用示教器操作工业机器人；

2.能新建、编辑和加载工业机器人工作站；

3.能观察和分析实验与实训现象，编制、调试、运行程序，掌握编程软件的使用；

4.会查阅相关手册和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阅读和分析实际应用程序；

5.能独立或小组协作完成规定的实验与实训。

主
要
内
容

认识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构建基本仿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RobotStudio 中的建模功能、机器人

离线轨迹编程、Smart 组件的应用、带导轨和变位机的机器人系统创建与应用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工业机器人仿真机房进行。工业机器人仿真机房配备了多台具备

RobotStudio仿真软件的计算机，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考核形式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随堂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40%）+随堂考核成绩（60%）。



60

（3）《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Solidworks）》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7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

（Solidworks）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8

课程学分 3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能够把理论知识与应用性较强实例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2）同时使学生对专业知识职业能力有深入的理解，尤其使学生对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产品的理念

与实际技能有明显提高；

2.知识目标

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SOLIDWORKS软件三维数字建模、装配设计和生成工程图的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能使用SOLIDWORKS软件熟练的完成典型机械零件的三维建模、装配和转成工程图的能力，能连贯的单独

完成一个小项目。

主
要
内
容

本课程内容涵盖建模软件安装、零件草绘及建模、基本运动仿真等内容，包括SolidWorks软件的基本使

用，草图绘制，零件建模，钣金设计，零件装配，零件工程图等6个模块，20个任务。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机房进行，配备极域课堂，装好SolidWorks2020软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小组任务分解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考核占6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线上答题评分；

终结考核为上机考查，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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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LC技术（SIMENES）》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8 课程名称 PLC技术（SIMENES）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56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坚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备标准化与规范意识，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逻辑思维，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网络道德

和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

（1）熟练PLC编程软件的正确使用；

（2）掌握PLC编程指令；

（3）掌握PLC程序结构与编程方法；

（4）掌握PLC的通讯方式。

3.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使用PLC编程软件进行编写程序；

（2）能够熟练运用PLC编程的各种指令；

（3）能够选择合适的程序结构来编写程序；

（4）能够进行PLC通讯的组态与编程。

主
要
内
容

1.S7-1200的硬件及硬件组态；2.S7-1200的程序设计基础；3.S7-1200的指令；4.S7-1200的程

序结构；5.梯形图设计方法；6.S7-1200的通信与故障诊断；7.精简面板的组态与应用；8.PID在闭

环控制中的应用。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PLC实验室进行。实验室配备齐全的PLC实训机箱，各种不同时期

的计算机硬件产品，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

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性评价主要通过平时出勤作业

进行，占40%；终结性评价包括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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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19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56

课程学分 4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

和经济意识的培养；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在学习

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组成，工作原理及坐标系；

（2）熟悉工业机器人各组成部分的原理和分类；

（3）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装步骤和方法；

（4）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调试步骤和方法；

（5）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常见故障，掌握解决常见故障的方法。

3.能力目标

（1）能了解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的主要构成；

（2）能根据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装工作；

（3）能根据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调试工作；

（4）能熟悉并解决工业机器人系统常见故障。

主

要

内

容

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组成，工作原理及坐标系，各组成部分的原理和分类，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

装步骤和方法，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调试步骤和方法，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常见故障，掌握解决常见故

障的方法。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理论教室和机器人拆装实训室进行。实验室配备3台不同型号ABB

机器人，及标准型与紧凑型控制柜。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性评价主要通过平时出勤作业

进行，占40%；终结性评价包括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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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20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课程性质 专业核心必修课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56

课程学分 4 考核形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中各设备的选型、建模、布局、安装、调试；

（2）了解各种工业机器人应用以及系统必要的设备；

（3）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方法（码垛工作站、焊接工作站等等）。

3.能力目标

（1）能熟练认识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

（2）能熟练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分类及选择；

（3）能熟练掌握基于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的系统设计；

（4）能熟练掌握基于 PLC 的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

（5）能熟练应用各行业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

主

要

内

容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的构成及特点、工业机器人的选型、工业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选型、工业机器人

的通讯、工作站程序设计（以搬运为例）、码垛工作站的设计、焊接工作站的设计。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工业机器人实训室进行。实验室配备用于1+X考证的实训平台，各种不同

时期的计算机硬件产品，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考核形式：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随堂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成绩评定：课程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40%）+随堂考核成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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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拓展必修课

主要有C语言程序设计、液压与气动技术、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合实

训、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等5门课

程，共10学分。

（1）《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25 课程名称 C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2 实践学时 24

课程学分 2 评价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程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养成严谨的学习作风；

2.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3.树立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二、知识目标

1.熟悉C语言开发的运行环境；

2.C语言的常用函数；

3.C语言的基本语法；

4.C语言的三种基本结构。

三、能力目标

1.掌握C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和技能；

2.培养严谨务实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具备一定解决实际编程任务的能力。

主要内容

1.程序的基本结构、Vc++集成开发环境、C的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数据的输入与

输出、顺序就够程序设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数组、编译预处理命令、

指针、结构体等相关内容。

2.同时还介绍计算机二级中的有关考点。

教学要求

1.在专业实训室使用Visual C++ 2010 Express开发软件；

2.在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勇于探索的意识、严谨的

学习作风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引导学生养成“乐学”、“乐思”、“善动手”的良好学习习惯；

4.以项目任务为教学载体，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将知识点融入具体教学任务中；

5.线上、线下同时开展教学，充分运用网络资源拓展学生视野。

考核评价

1.该门课程总体上是一门考查课程： 70%（过程性考核）+30%（终结性）=100%（总评）

的方式进行；

2.70%（过程性考核）以百分制计算：10%（德行）+10%（考情）+10%（课堂提问、回答情

况）+10%（学生互评）+20%（教师评价）+20%（作业）+10%（劳动）；

3.30%（终结性考核）通过抽签实操考核题目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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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液压与启动技术》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010 课程名称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0 实践学时 26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标

1.素质目标

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习素养，具备学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2.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液压和气压的传动原理、元件结构和动作原理

3.能力目标

能查阅手册等工具书和设备铭牌、产品说明书、产品目录等资料，能根据液压和气压原理图，进

行装配、调试与排故

主 要

内容

本课程内容涵盖液压传动技术与操作技能和气压传动技术与操作技能，包括液压传动技术与操作

技能、气压传动技术与操作技能2个模块，共计11个任务。

教 学

要求

充分利用MOOC平台，采用线上线下开放式的教学模式。线上采用课内即时问答、头脑风暴、随堂

测试等多种活动形式；线下采用平台在线练习、课后拓展、章节综合测试等方式巩固学生知识，检测

学习效果。

考 核

评价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成绩评定：考试课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评定；

注意：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1/4的，取消考试资格等实行一票否决制

成绩类别 形式 占比

平时成绩 作业 20%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期中测试 10%

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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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合实训》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49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综合实训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工业机器人写字动作的程序；

（2）工业机器人搬运的生产程序；

（3）工业机器人码垛的生产程序。

3.能力目标

（1）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写字动作的程序；

（2）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搬运的生产程序；

（3）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码垛的生产程序；

（4）提升对工作现场的危险进行预判能力以及排除隐患的能力 。

主

要

内

容

工业机器人写字实训、搬运、码垛实训

教

学

要

求

1.实验实训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工业机器人编程1+X考证实训室；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

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考核形式：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随堂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成绩评定：课程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40%）+随堂考核成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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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业机器人系统集综合实训》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50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综合实训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爱护设备与仪器；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

（4）与其他成员进行人际交往、思想沟通，获取信息；

2.知识目标

关节底座装配项目实训。

3.能力目标

（1）能熟练编写工业机器人生产程序；

（2）能熟练掌握关节底座的装配工艺；

（3）能熟练掌握 PLC 程序的编写以及工作站中相机、RFID 等等设备的组态；

（4）能熟练掌握康耐视相机进行颜色识别和物体形状识别的配置方式；

（5）能熟练使各设备进行通讯并联动，达到现场生产要求；

（6）提升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解决的能力。

主

要

内

容

关节底座装配项目实训（工业机器人编程 1+X 证书中级考核项目）。

教

学

要

求

1.实验实训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工业机器人编程 1+X 考证实训室；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

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考核形式：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随堂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成绩评定：课程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40%）+随堂考核成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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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51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课程性质 专业拓展课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课程学分 2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

（1）坚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具备标准化与规范意识，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逻辑思维；

（3）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网络道德和安全意识。

2.知识目标

（1）机器人、相机与PLC通讯；

（2）RFID组态与编程和触摸屏画面编写；

（3）工业机器人视觉系统中的光源、镜头、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介绍；

（4）工业机器人视觉软件的操作方法介绍；

（5）工业机器人搬运、码垛和上下料运动的特点和程序编写方法；

（6）掌握机器人基本指令的用法；掌握机器人通讯的方法。

3.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组态并编写机器人与PLC的通讯程序；

（2）能够正确组态与编写相机、RFID程序和触摸屏画面；

（3）能够正确的调试PLC程序。

（4）认识工业机器人视觉系统中的光源、镜头、工业相机和图像采集卡；

（5）掌握工业机器人视觉软件的操作方法。

（6）能够完成离线程序验证，走出流畅的轨迹；

（7）能够完成电机的装配程序编写；

（8）能够实现工业机器人与相机的通讯；

（9）能够实现工业机器人与触摸屏、变位机和旋转物料盘的通讯。

主

要

内

容

机器人与PLC通讯、相机与PLC的通讯、RFID的组态与编程、触摸屏的组态与画面编写；工业机

器人视觉应用中的光源、镜头、相机、图像采集卡的种类及特点；工业机器人视觉应用中的机器人

视觉软件操作、工业机器人视觉常用应用领域介绍；离线程序验证和电机装配流程。

教

学

要

求

1.实验实训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1+X实验室进行；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实训手册、实验报告、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

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本课程采用综合考试的方式，以百分制计分，其中平时成绩占 40%，期终成绩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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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践教学必修课

主要有金工实习、认知实习、毕业设计、岗位实习等4门课程，28学

分。

（1）《金工实习》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45 课程名称 金工实习

课程性质 集中实践必修课 总学时 24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24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考查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一、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创新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初步建立市场、信息、质量、成

本、效益、安全和环保等工程意识。

二、知识目标

1.了解金属切削工艺、切削加工设备和使用方法；

2.了解钳工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类工具；

三、能力目标

熟悉机械零件的常用加工方法、所用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典型机构、工夹量具以及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接卸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和一些新工艺、新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

主

要

内

容

金属切削、钳工实习

教

学

要

求

1.教学条件：课程教学主要在金工实训室进行。实验室配备齐全的金属元件，加工设备和钳工

工具等，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2.课堂准备：教案、课件、学生考勤表、小组任务分解、实验室器材准备等。

3.课程资源：多媒体课件、学习通微课、网络资源库、题库、图书馆报刊杂志等。

4.师资水平：讲师和研究生团队，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

力，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考

核

评

价

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过程考核占6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线上答题

评分；终结考核为提交作品，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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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实习》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41 课程名称 认知实习

课程性质 集中实践必修课 总学时 24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24

课程学分 1 考核方式 综合评价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具备专业认知、岗位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了解各工作岗位的一般要求、工作环境的基本条件等；

3.能力目标：具有对职业岗位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了解自动化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主

要

内

容

1.听取专业负责人专业介绍和自动化行业专家介绍；

2.自动化行业现状；

3.专业培养目标及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安排等；

4.现场观摩听课；

5.自动化行业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及工作环境；

6.自动化行业各岗位对人才的能力要求等。

教

学

要

求

1.通过专业负责人专业介绍，实习单位现场参观及听取介绍；

2.实习场地为校内外实训基地；将工匠精神融入整个实习过程，深入基层岗位扎实学习专业知识。

考

核

评

价

学生出勤、表现及认知实习报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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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设计》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43 课程名称 毕业设计

课程性质 集中实践必修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48

课程学分 2 评价方式 综合评价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

毕业设计方案和成果。通过这一环节使学生巩固、加深和扩大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毕业设计是评定毕业成绩的重要依据，学生通过毕业设计

答辩抽查，成绩评定为及格方能毕业。

主

要

内

容

1.毕业设计选题工作；

2.毕业设计任务书填写；

3.毕业设计方案表填写；

4.毕业设计说明书填写（初稿与终稿）；

5.设计产品的展示或仿真视频的录制；

6.毕业设计资料上传。

教

学

要

求

1.强调毕业设计的重要性，认真负责的引导学生了解毕业设计的概念及总体流程；

2.指导学生任务书、方案表、教学方案设计的填写，注重内容与格式的正确性；

3.毕业设计活动过程既要注重专业性，又要注重课程的实践性，既要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又

要有教学实践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4.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各项工作要求，并完成文件上传工作。

考

核

评

价

1.任务书、方案表、毕业设计文件提交；

2.毕业设计说明书初稿的格式是否规范，各模块内容填写是否精准、符合题目要求、体现专业性；

3.毕业设计成果上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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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岗位实习》课程描述

课程代码 2106044 课程名称 岗位实习

课程性质 集中实践必修课 总学时 576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672

课程学分 28 考核方式 综合评价

课程描述

课

程

目

标

1.素质目标：具备专业认知、岗位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了解各工作岗位的一般要求、工作环境的基本条件等；

3.能力目标：具有对职业岗位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了解实习单位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主

要

内

容

1.参加实习动员大会，明解实习目标和纪律要求；

2.按照实习负责人安排按时到达实习学校，学习实习校的作息时间与校纪校规；

3.现场观摩听课、评课、议课；

4.自动化行业对应的岗位工作职责及工作环境；

5.自动化生产制造行业的工作流程。

教

学

要

求

遵守实习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则，服从学校与实习单位的工作安排。将工匠精神贯穿实习全过程，深

入企业基层岗位学习，认真完成实习手册的填写。

考

核

评

价

学生出勤、表现及实习手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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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核心课课程标准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 课程代码 2106015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学时建议 54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制（修）订时间 2022年5月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必修的职业核心课

程，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成套设备已经成为自动化装备的主流和未来

发展方向，工业机器人的操作是一门实用的技术性专业课程，也是一门实

践性较强的综合性课程，在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令

学生能全面把握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安装、配置与调试方法。本课程主要通

过分析工业机器人的工作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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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编程和操作方法，了解工业机器人常用工艺，通过

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机器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并相应的掌握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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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业机器人控制及规划和编程方法。

（二）具体目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

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原理、系统组成及基本功能；

（2）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方式及手动操作；

（3）掌握机器人基本指令的用法；

（4）掌握机器人通讯的方法；

（5）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涂胶、码垛和上下料运动的特点和程序

编写方法。

3.能力目标

（1）掌握用示教器操作工业机器人运动的方法；

（2）能新建、编辑和加载工业机器人程序；

（3）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搬运动作的运动程序；

（4）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涂胶运动的运动程序；

（5）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喷涂运动的运动程序；

（6）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运动程序；

（7）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码垛运动程序。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本课程由7个项目/模块，30个任务组成，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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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

号

项目/模

块/任务
教学内容/任务 教学/学习目标 知识点 技能点 课时

1

认识工

业机器

人

（1）工业机器人的结构；

（2）工业机器人坐标系；

（3）示教器操作界面；

（4）单轴移动的手动操作

（5）机器人使用安全环

境、安全规程讲解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原理、系

统组成及基本功能；掌握工

业机器人的控制方式及手动

操作；掌握用示教器操作工

业机器人运动的方法

1.工业机器人的

原理、系统组成

及基本功能

2.示教器操作工

业机器人运动的

方法

能用示教器操

作工业机器人

运动

4

2
机器人

通讯

ABB的IO板和IO信号的配置

和关联

了解常用的IO板和IO信号的

类型

掌握IO板和IO信号的配置方

法

IO板和IO信号的

类型

能正确的配置

IO板和IO 信

号

4

3

搬运编

程与操

作

（1）运动控制程序建立

（2）运动控制程序的编辑

和加载

（3）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

记录

（4）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

数据形式与意义

掌握工业机器人搬运运动的

特点和程序编写方法；能使

用工业机器人基本指令正确

编写搬运控制程序；能新

建、编辑和加载工业机器人

程序、能够完成搬运动作的

示教

工业机器人搬运

运动的程序编写

方法

能够完成搬运

动作的示教
9

4

涂胶编

程与操

作

（1）直线运动控制程序的

指令格式

（2）直线运动控制程序的

编程方法

（3）输入输出条件等待指

令的指令格式

（4）输入输出条件等待指

令的编程方法

（5）工业机器人工具坐标

系的设定

掌握工业机器人涂胶运动的

特点和程序编写方法；能使

用工业机器人基本指令正确

编写涂胶控制程序；能熟练

应用直线运动指令编写直线

轨迹程序；能够熟练应用输

入输出指令编写程序；能够

完成涂胶运动的示教

（1）直线运动

控制程序的指令

格式

（2）直线运动

控制程序的编程

方法

能够完成涂胶

运动的示教 7

5

喷漆编

程与操

作

（1）工业机器人圆弧运动

控制指令格式

（2）工业机器人圆弧运动

编程

（3）寄存器R指令

（4）标签指令LB

（5）条件指令IF

（6）跳转指令JMP

掌握工业机器人喷涂运动的

特点；掌握工业机器人喷涂

运动的程序编写方法；能够

使用工业机器人基本指令正

确编写喷涂控制程序；能够

熟练应用圆弧运动指令编写

程序；能够完成喷涂运动的

示教

（1）工业机器

人圆弧运动控制

指令格式

（2）工业机器

人圆弧运动编程

能够熟练应用

圆弧运动指令

编写程序；能

够完成喷涂运

动的示教

10

6

数控车

床上下

料编程

与操作

（1）工具坐标系设定

（2）工件坐标系设定

（3）工业机器人位置数

据形式

（4）工业机器人位置记

录

（5）工业机器人上下料

程序编写

掌握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运

动的特点；掌握工业机器

人上下料运动的程序编写

方法；能够完成上下料的

示教；能够建立合适的工

具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

能够编写工业机器人上下

料运动程序

（1）工具坐

标系设定

（2）工件坐

标系设定

能够建立合适

的工具坐标系

和工件坐标

系；能够编写

工业机器人上

下料运动程序

10

7

码垛编

程与操

作

（1）坐标系设定

（2）码垛动作的示教

（3）码垛运动程序编写

（4）工业机器人关节位

置数据形式

（5）工业机器人关节位

置数据记录

掌握工业机器人码垛运动

的特点；掌握工业机器人

码垛运动的程序编写方

法；能够完成码垛示教，

能够为码垛运动建立合适

的坐标系

（1）坐标系

设定

（2）码垛动

作的示教

能够完成码垛

示教，能够为

码垛运动建立

合适的坐标系 10

合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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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元素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培养学生具有认真负责

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为主线，将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敬业

奉献”、“持续专注”、“开拓创新”、“追求极致”等实质内涵融入到

课程教学内容（表2）。

表2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课程思政目标与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关键词
安全、服务、优质、爱国、兴路、强国、尊重客人、大国工匠、创新、奉献、

奋斗、自信

知识点 思政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

机器人品牌和结构组成
自信心、自豪感

奋斗意识

资料：工业机器人四

大家族

新闻：四大家族中库

卡机器人被美的收购

1.案例教学法

2.讨论法

工业机器人工程师基本

职责

责任意识

全局意识

案例：铝模板生产线

布局
讲授实操法

安全措施
团队协作

居安思危

案例：三菱、西门

子、施耐德等品牌的

崛起

案例教学法

工具和工件坐标系设定

团队意识

奉献精神

工匠精神

案例：数控车床上下

料

新闻：德国工业4.0与

中国制造2025

案例教学法

搬运、码垛的示教
安全意识

精益求精
实操：导师示范操作 现身教学法

3.教学资源

（1）参考教材及教学参考书选用：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2） p p t和教案

五、考核办法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性评价主要包括

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进行，占40%，终结性评价包括

期末考核，占60%。主要的考核内容见表3。

表3 课程考试考核内容与形式一览表（权重总和为1）

序号
项目/模块

/任务
单元教学内容

理论考试 技能考核 其他评价形式

知识点
权重

（%）

技能

名称
权重（%） 形式

权重

（%）

1
认识工业

机器人

（1）工业机器人的结构；

（2）工业机器人坐标系；

（3）示教器操作界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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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轴移动的手动操作

（5）机器人使用安全环境、安全规

程讲解

2
机器人通

讯
ABB的IO板和IO信号的配置和关联 10

3
搬运编程

与操作

（1）运动控制程序建立

（2）运动控制程序的编辑和加载

（3）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记录

（4）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数据形式

与意义

20

4
涂胶编程

与操作

（1）直线运动控制程序的指令格式

（2）直线运动控制程序的编程方法

（3）输入输出条件等待指令的指令

格式

（4）输入输出条件等待指令的编程

方法

（5）工业机器人工具坐标系的设定

20

5
喷漆编程

与操作

（1）工业机器人圆弧运动控制指令

格式

（2）工业机器人圆弧运动编程

（3）寄存器R指令

（4）标签指令LB

（5）条件指令IF

（6）跳转指令JMP

20

6

数控车床

上下料编

程与操作

（1）工具坐标系设定

（2）工件坐标系设定

（3）工业机器人位置数据形式

（4）工业机器人位置记录

（5）工业机器人上下料程序编写

10

7
码垛编程

与操作

（1）坐标系设定

（2）码垛动作的示教

（3）码垛运动程序编写

（4）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数据形式

（5）工业机器人关节位置数据记录

10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模式与方法

1.教学模式和方法：

（1）主要教学模式

①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②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③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

（2）主要教学手段和方法

①情景引入：通过营造或虚拟一种情景，引导学生学习新知识。

②视频与PPT展示：利用多媒体技术，传授知识点与技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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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挂图：教师通过展示挂图进行讲授，便于提高学生注意力。

④模型：利用教学模型，讲解实物的内部结构和运动原理。

⑤归纳重点：教师先提出学习重点与难点，讲授完毕后，引导学生归

纳学习重点。

⑥设问法：教师通过设问，引导学生思考，从而获取知识的方法。

⑦讨论法：教师将重要知识点设置讨论任务，要求学生在APP上进行

讨论学习。

⑧实践法：教师动手示范，学生模仿完成实践训练。

⑨练习法：布置作业，或布置课堂测验题，让学生进行练习。

（二）教学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

表4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

实训室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工业机器人

实训实训室

ABB机器人 ABB 120型6轴机器人 6

投影仪 普清SVGA，梯形校正，白天直投 1

（三）建设团队

课程团队5人，2人为企业教师。

七、学分计算

本课程共计5学分。学生必须参加40学时的理论学习和40学时的实验

（实训、实习、设计等）教学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取得相应学时学

分，学分绩点根据课程综合评定成绩计算。课程期末总评成绩45～59.9分

（按百分制折算）的学生，允许参加正常补考一次，补考内容为技能考

核，总评合格者给予相应学时学分，学分绩点按照“C”等计算。学生参

加课程学习少于30学时、期末总评成绩低于45分（按百分制折算）、经批

准离校勤工俭学期间自学的课程考试不及格、补考一次后仍不及格、考试

（考核）作弊等情况则应重修。

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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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教材及教学参考书选用：《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Robotstudio)》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
课程代码 2106016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学时建议 36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制（修）订时间 2022年5月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是工业机器人专业方向的一门专业

核心课程，在专业教学和机器人使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机器人

专业人才需求中，对操作及维护人员，调试工程师，应用工程师需求量最

大。结合实际的需要，着力于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可以提

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竞争力，使学生将来可以更快地适应和投入到工

业机器人专业工作。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是一门培养学一门具有机器人编程能

力的专业课，本课程包括机器人操作与现场编程两大块。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让学生掌握机器人的基本操作和编程知识，能利用机器人示教器进行

实际操作编程。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

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

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机器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培养学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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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操作，编程能力，为后面的机器人软件仿真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

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了解机器人仿真软件，了解机器人仿真软件的应用。

（2）掌握构建基本仿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方法。

（3）掌握码垛机器人工作站、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打磨抛光机器人

工作站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4）掌握ABB机器人仿真软件RobotStudio中的建模功能，能运用所

学制图软件在RobotStudio中进行建模。

（5）掌握ABB工业机器人离线轨迹编程方法。

（6）了解ABB机器人仿真软件RobotStudio中的其它功能。

3.能力目标

（1）能正确的使用示教器操作工业机器人。

（2）能新建、编辑和加载工业机器人工作站。

（3）能观察和分析实验与实训现象，编制、调试、运行程序，掌握

编程软件的使用。

（4）会查阅相关手册和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阅读和分析实际应用

程序。

（5）能独立或小组协作完成规定的实验与实训。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本课程由6个模块，21个任务组成，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见表1。

表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81

序

号

项目/模

块/任务
教学内容/任务

教学/学习目

标
知识点 技能点

课

时

1

认 识 、

安 装 工

业 机 器

人 仿 真

软件

1.了解什么是工业机器

人仿真应用技术

2.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

软件 RobotStudio

3.RobotStudio 的 软 件

授权管理

4.RobotStudio 的 软 件

界面介绍

了解ABB工业

机器人仿真

软件

RobotStudio

1.了解什么是工业机器人仿

真应用技术

2. 工 业 机 器 人 仿 真 软 件

RobotStudio的安装方法

1.能安装工业机器人仿

真软件 RobotStudio

2.学会操作软件的界面

3..掌握恢复默认布局

的操作

6

2

构 建 基

本 仿 真

工 业 机

器 人 工

作站

2.1 布局工业机器人基

本工作站

2.2 建立工业机器人系

统与手动操作

2.3 创建工业机器人工

件坐标与轨迹编程

2.4 仿真运行机器人及

录制视频

1.认识工业

机器人工作

站

2.掌握工作

站创建方法

3.掌握机器

人手动操作

及轨迹编程

1.掌握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

基本布局方法

2.掌握加载工业机器人及周

边的模型

3.掌握创建工件坐标

4.掌握手动操作机器人

5.掌握模拟仿真机器人运动

轨迹

6.掌握录制视频和制作独立

播放 EXE 文件

1.能布局工业机器人基

本工作站

2.会建立工业机器人系

统与手动操作

3.会创建工业机器人工

件坐标与轨迹编程

4.会仿真运行机器人及

录制视频

6

3

RobotSt

udio 中

的 建 模

功能

3.1 建模功能的使用

3.2 测量工具的使用

3.3 创建机械装置

3.4 创建机器人用工具

1.掌握建模

功能

2.掌握测量

工具的使用

3.了解机器

人用机械装

置及工具

1.掌握简单建模的方法

2.掌握模型的设定

3.掌握设定本地原点、创建

坐标系框架和创建工具的方

法

1.能够正确进行长度、

角度、直径、最短距离

的测量。

2.能够独立创建机械装

置滑块、滑台

3.能创建工具

6

4

机 器 人

离 线 轨

迹编程

4.1 创建机器人离线轨

迹曲线及路径

4.2 机器人目标点调整

及轴配置参数

4.3 机器人离线轨迹编

程辅助工具

1.掌握机器

人离线轨迹

曲线及路径

2.了解目标

点调整及轴

配置参数

1.学会机器人目标点调整

2.学会机器人轴配置参数调

整

3.完善程序并仿真运行

4.灵活运用离线轨迹编程技

巧

1.熟练操作创建机器人

离线轨迹曲线

2.熟练操作生成机器人

离线轨迹曲线路径

3.学会机器人碰撞监控

功能的使用

4.学会机器人TCP跟踪

功能的使用

6

5

Smart

组 件 的

应用

5.1 用 Smart 组件创建

动 态 输 送 链

SC_InFeeder

5.2 用 Smart 组件创建

动态夹具 SC_Gripper

5.3 工作站逻辑设定

5.4Smart 组件---子组

件概览

1.了解动态

输送链的创

建

2.了解动态

夹具的创建

1.设定输送链产品源

2.设定输送链运动属性

3.设定输送链限位传感器

4.创建Smart组件的属性与连

结

5.创建Smart组件的信号与连

接

6.Smart组件的模拟动态运行

1.能用Smart组件创建

动态输送链

2.会Smart组件创建动

态夹具

8

6

带 导 轨

和 变 位

机 的 机

器 人 系

统 创 建

与应用

6.1 创建带导轨的机

器人系统

6.2 创建带变位机的

机器人系统

1.了解带

导轨机器

人系统的

创建

2.了解带

变位机机

器人系统

的创建

掌握创建带导轨的机器人

系统和带变位机的机器人

系统的方法

1.创建带导轨的机器人

系统

2.创建运动轨迹并仿真

运行

3.创建带变位机的机器

人系统

4.创建运动轨迹并仿真

运行

6

合计 36

2.课程思政元素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培养学生具有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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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为主线，将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敬业

奉献”、“持续专注”、“开拓创新”、“追求极致”等实质内涵融入到

课程教学内容（表2）。

表 2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课程思政目标与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关键词
安全、服务、优质、爱国、兴路、强国、尊重客人、大国工匠、创新、奉

献、奋斗、自信

知识点 思政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

了解什么是工业机

器人仿真应用技术

1.大国工匠

2.精益求精

3. 追求极致

1.案例：大国重器、大国工匠

2.新闻：库卡机器人被美的收购

1.案例教学法

2.讨论法

工业机器人工程师

基本职责

1.诚实守信

2.遵纪守法

3.工匠精神

PPT 讲授法

能布局工业机器人

基本工作站

1.联系观点

2.敬业奉献

3.持续专注

4.精益求精

案例：搬运工作站的布局 案例教学法

模型的设定

1.量变哲学

2.开拓创新

3.团结互助

4.孝敬父母

案例：夹具模型的机械装置 案例教学法

创建机器人离线轨

迹曲线及路径

1.大国工匠

2.换位思考

3.开拓创新

4.敬业奉献

5.奋斗

6.自信

案例：汽车喷涂的轨迹规划 案例教学法

Smart组件的属性与

连结

1.合作共赢

2.持续专注

3.量变哲学

4.追求极致

案例：夹具的smart组件设置 案例教学法

3.教学资源

（1）参考教材及教学参考书选用：

《工程应用虚拟仿真教程》叶晖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PPT和教案

五、考核办法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性评

价主要包括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进行，

占40%，终结性评价包括期末考核占60%。主要的考核内容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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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课程考试考核内容与形式一览表（权重总和为 1）

序号
项目 /模

块/任务
单元教学内容

理论考试 技能考核 其他评价形式

知 识

点

权 重

（%）
技能名称 权重（%）

形

式

权 重

（%）

1

认识、安

装工业机

器人仿真

软件

1.1 了解什么是工业机器人仿真应

用技术

1.2 安装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1.3RobotStudio 的软件授权管理

1.4RobotStudio 的软件界面介绍

认识、安装

工业机器人

仿真软件

10

2

构建基本

仿真工业

机器人工

作站

2.1 布局工业机器人基本工作站

2.2 建立工业机器人系统与手动操

作

2.3 创建工业机器人工件坐标与轨

迹编程

2.4 仿真运行机器人及录制视频

构建基本仿

真工业机器

人工作站

20

3

RobotStu

dio 中的

建模功能

3.1 建模功能的使用

3.2 测量工具的使用

3.3 创建机械装置

3.4 创建机器人用工具

夹具和滑台

机械装置的

创建

20

4

机器人离

线轨迹编

程

4.1 创建机器人离线轨迹曲线及路

径

4.2 机器人目标点调整及轴配置参

数

4.3 机器人离线轨迹编程辅助工具

正方形、圆

形和复杂轨

迹的编程

20

5
Smart 组

件的应用

5.1 用 Smart 组件创建动态输送链

SC_InFeeder

5.2 用 Smart 组件创建动态夹具

SC_Gripper

5.3 工作站逻辑设定

5.4Smart 组件---子组件概览

动态输送链

SC_InFeede

r 的创建

20

6

带导轨和

变位机的

机器人系

统创建与

应用

6.1 创建带导轨的机器人系统

6.2 创建带变位机的机器人系统

带导轨和变

位机的机器

人系统创建

10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模式与方法

1.教学模式和方法：

（1）主要教学模式

①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②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③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

（2）主要教学手段和方法

①情景引入：通过营造或虚拟一种情景，引导学生学习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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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视频与PPT展示：利用多媒体技术，传授知识点与技能点。

③挂图：教师通过展示挂图进行讲授，便于提高学生注意力。

④模型：利用教学模型，讲解实物的内部结构和运动原理。

⑤归纳重点：教师先提出学习重点与难点，讲授完毕后，引导学生归

纳学习重点。

⑥设问法：教师通过设问，引导学生思考，从而获取知识的方法。

⑦讨论法：教师将重要知识点设置讨论任务，要求学生在APP上进行

讨论学习。

⑧实践法：教师动手示范，学生模仿完成实践训练。

⑨练习法：布置作业，或布置课堂测验题，让学生进行练习。

（二）教学条件

校内实训基地机房

表 4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课程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

实训室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工业机器人

仿真实训室

电脑 I5处理器，运行内存4G，固态硬盘 40

投影仪 普清SVGA，梯形校正，白天直投 1

七、学分计算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共计2学分。学生必须参加16学时的理论

学习和16学时的实验（实训、实习、设计等）教学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

能取得相应学时学分，学分绩点根据课程综合评定成绩计算。课程期末总

评成绩45～59.9分（按百分制折算）的学生，允许参加正常补考一次，补

考内容为技能考核，总评合格者给予相应学时学分，学分绩点按照“C”

等计算。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少于24学时、期末总评成绩低于45分（按百分

制折算）、经批准离校勤工俭学期间自学的课程考试不及格、补考一次后

仍不及格、考试（考核）作弊等情况则应重修。

八、附录

1、参考教材及教学参考书选用：

《工程应用虚拟仿真教程》叶晖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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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

（Solidworks）
课程代码 2106017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AutoCAD

后续课程 无 课程学时 54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考核方式 考查

制（修）订时间 2022 年 5 月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课程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专业选修课。是学

生具备了《机械制图》、《AutoCAD》平面绘图等基础知识后开设的课

程，并为后续课程《工业机器人基础编程》的建模提供相应的理论及技术

支持。该课程是学生掌握三维数字建模的重要理实一体化教学环节。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创建包含有丰富信息的实体模型，利用设计出的

三维实体模型进行模拟装配、静态或动态干涉检查等后续处理，为今后从

事计算机辅助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零件设计的基本知识包括草图绘制，零件建

模，零件装配，动画演示等综合运用能力，能根据国家标准生成有效的工

程图纸，可直接用于工业生产，养成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产品的实操能

力。

（二）具体目标

1.素质目标

（1）能够把理论知识与应用性较强实例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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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对专业知识职业能力有深入的理解，尤其使学

生对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产品的理念与实际技能有明显提高；

（2）通过知识教学的过程培养学生爱岗敬业与团队合作的基本素

质。

2.知识目标

（1）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SOLIDWORKS软件三维数字建模的相关知

识；

（2）使学生能够系统地熟悉SOLIDWORKS软件装配设计的相关知识；

（3）使学生能够系统地了解SOLIDWORKS软件生成工程图的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1）具有能够熟练地使用常用SOLIDWORKS软件完成典型机械零件的

三维建模工作的能力；

（2）具有能够熟练地使用SOLIDWORKS软件完成装配体三维装配设计

工作的能力；

（3）具有能够熟练地使用SOLIDWORKS软件完成由三维模型生成工程

图纸工作的能力。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本课程内容涵盖建模软件安装、零件草绘及建模、基本运动仿真等内

容，包括SolidWorks软件的基本使用，草图绘制，零件建模，钣金设计，

零件装配，零件工程图等4个模块，16个任务。

表 1 教学内容安排表

模块一：草图的绘制

任务：简单草图和复杂草图绘制 学时：10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能读工程技术

图纸；

1.熟悉使用鼠标和键盘操作软件；

2.熟悉草图绘制三部曲，能完全定义草

图；

1.掌握草图查错的方法；

2.会分析图纸，通过最合理的方法绘

制出草图；

主要任务

1.软件的安装和基本操作；

2.简单草图绘制；

3.复杂草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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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演示操作法

任务成果
1.熟悉软件的草图绘制模块。

2.能独立完成草图的绘制。

模块二：三维零件图的绘制

任务：不同类型零件图的成型 学时：22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能读工程技

术图纸；

1.掌握特征的成型方法；

2.利用设计树修改特征错误，并调整设计顺序；

3.熟练使用特征命令的镜像，阵列；

4.掌握零件的外观设置；

5.掌握基体法兰、边线法兰的使用；

1.能根据三视图成型出立体图

形；

2.能新建设计库文件并调用；

3.会使用自定义成形工具；

主要任务

1.定位块零件成型；

2.端盖零件成型；

3.顶尖支座零件成型；

4.三通管零件成型；

5.电话机壳零件成型；

6.槽口钣金的成型；

7.机箱风扇支架钣金零件成型；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演示操作法

任务成果
1.熟悉特征模块下各工具的使用；

2.能根据工程技术图纸成型出相应的三维零件图；

模块三：装配体

任务：各类机械结构装配 学时：14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能读工程技术图

纸；

1.掌握标准配合；

2.掌握高级配合；

3.掌握机械配合；

1.实现简单的动画仿真；

主要任务

1.车轮装配；

2.台虎钳装配；

3.铰链装配；

4.自行车装配；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实操演示法

任务成果 能绘制简单的零件的图并装配成整体实现功能动画仿真

模块四：工程图

任务：常用零件的工程图输出 学时：8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能读工程技术图

纸；

1.熟练添加尺寸和技术要求；

2.正确选择剖视图的表达方式；

1.能合理选择视图的表达方式；

2.输出正确的工程图纸；

主要任务
1.阶梯轴工程图的创建；

2.齿轮箱工程图的创建；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实操演示法

任务成果 1.能读懂工程技术图纸，并正确输出有效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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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教学条件建议

教学条件是课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本门课程的主要教学条件

应该包括教材、教学网络资源、教学场地及设施设备、实践教学平台、专

业的师资团队等。

表2. 电脑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

实训室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仿真实训室 台式电脑
组装（Win10系统，独立显卡，内存8G，固态

硬盘512G，SolidWorks2020软件）
50

教材应适用后续课程及本专业各个相关课程的需要。教材深入浅出，

案例讲解透彻，习题涉及面广，并配有大量实例，适宜高职学生学习。教

学网络资源应包含本门课程的微课视频、教学案例、练习题库等，适宜学

生预习及巩固复习。教学场所应安静舒适，并配有多媒体播放相关的设施

设备。实践教学场所应提供相应的设施设备。

表 3 课程主要参考资料一览表

书名 主编 出版社

《SolidWorks项目式教程》 鲍仲辅 吴任和 机械工业出版社

《SolidWorks 2019基础教程》 江洪 王成崇 严传馨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机械设计教程》 詹迪维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教学团队建议

课程教学团队由一名带头人和若干教师组成，具有较高的教师素养和

职业理念。课程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主讲本门课程，教学

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学术高学风正，具有较强的课程建设与创新能

力。团队成员需具备心理学专业知识，教学能力较强，善于思考并根据学

科发展趋势积极开展课程改革与建设。

六、课程考核标准

（一）考核方式

本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为上机考查。采用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

等、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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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考核环节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

课程目标 主要考核内容 占比 考核环节 评定依据

项目前准备 软件的安装和基本操作 5% 平时考核、期末考核 项目完成情况

草图的绘制 简单和复杂草图绘制 20% 平时考核、期末考核 项目完成情况

零件图的绘制
支架，叉架，端盖，三通管，顶尖支

座等零件图的三维成型
30% 平时考核、期末考核 项目完成情况

装配体 车轮，台虎钳，铰链，自行车的装配 30% 平时考核、期末考核 项目完成情况

工程图 台虎钳的工程图绘制 15% 平时考核、期末考核 项目完成情况

合计 100%

（三）成绩评定

1.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占比60%+期末成绩占比40%

2.平时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100%）=课堂表现A（10%）+精品课程在线学习B(20%)+APP

作业、讨论C(50%)+课前分享D（20%）。

各项得分的具体评定依据为：

A．课堂表现：到课、发言与提问情况。缺课1次，该项扣掉50%。发

言与提问情况，特别积极者（约占班级学生数的1/5），如无缺课，该项

得满分；其他同学，如无缺课，得本项成绩的70%。

B．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完成微课视频，该项得满分。少看1个视频，

扣本项成绩的5%。

C．APP作业、讨论：完成所有作业和讨论记满分，少一次扣本项成绩

的5%。

D．课前分享：按照花名册依次完成课前分享，根据内容完成度计

分。

3.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考核为上机考查,时间一般定为90分钟，考查内容以单独的项目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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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PLC技术（SIMENES）》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PLC 技术（SIMENES） 课程代码 2106018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电气控制

后续课程 无 课程学时 72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考核方式 考试

制（修）订时间 2021 年 5 月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PLC技术》 是工业机器人专业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在专业教

学和机器人使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需求中，对

操作及维护人员，调试工程师，应用工程师需求量最大。结合实际的需

要，着力于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

和综合竞争力，使学生将来可以更快地适应和投入到工业机器人专业工

作。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目标

《PLC技术》是一门培养学一具有PLC编程能力的专业课，本课程包括

软件仿真和实际操作编程两大块。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PLC编

程的基本操作和编程知识，能利用博途软件进行仿真。PLC是典型的机电

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

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PLC有一个

全面、深入的认识，培养学生PLC操作、编程和软件仿真的能力，为将来

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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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目标

1. 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

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 知识目标

（1）博途软件的使用；

（2）S7_1200PLC的编程方法；

（3）项目设计与调试。

3.能力目标

（1）能够使用博途软件进行PLC编程；

（2）能够利用博途软件进行PLC项目设计；

（3）能够利用博途软件进行PLC故障诊断。

四、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包含8个项目32个任务，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见表1。

表1 课程教学内容一览表

序

号

项目/模

块/任务
教学内容/任务 教学/学习目标

教学活动

设计
教学资源 学习地点

课

时

1

S7-1200的

硬件及硬

件组态

1.S7-1200的硬件

博途软件的安装

2.博途软件的使用

3.S7-1200的参数设置

4.S7-1200的信号组态

1.熟悉西门子PLC的家族及硬

件构成。

2.掌握博途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3.S7-1200的参数设置及信号

组态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10

2

S7-1200程

序设计基

础

1.S7-1200的编程语言

2.PLC的存储区

3.数制与数据类型

4.程序的上传与下载

熟悉PLC的存储区与数据类

型，掌握程序的上传下载。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6

3
S7-1200的

指令

1、位逻辑指令

2、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

3、数据处理指令

4、数学运算指令

5、程序控制指令

6、高速计数器

1.掌握PLC指令的用法

2.熟悉高速计数器的原理与使

用。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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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7-1200的

程序结构

1.函数与函数块

2.数据类型与间接寻址

3.中断事件与中断指令

1.掌握PLC的程序结构

2.区分FC与FB并正确运用。

3.了解间接寻址的运用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10

5
梯形图设

计方法

1.顺控设计方法

2.置位复位设计方法

会使用用顺控法来进行编程，

掌握SCL语言的编程与使用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10

6

S7-1200的

通信与故

障诊断

3.网络通信基础

4.开放式用户通信

5.S7协议通信

6.S7-1200与变频器的通信

7.用博途软件诊断故障

8.用系统诊断功能及HMI诊

断故障。

9.用程序诊断故障

熟悉PLC通信原理，掌握开放

式用户通信、S7协议通信及与

变频器的通信。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12

7

精简面板

的组态与

应用

1.精简面板的组态

2.精简面板的仿真运行

掌握精简面板的组枋及与PLC

的仿真应用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4

8

PID在闭环

控制中的

应用

1.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

2.PID参数的整定

熟悉smart组件和事件管理

器，并能创建动画效果

教 师 讲

解，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PLC机房 4

合计 64

五、考核办法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性评

价主要通过平时出勤作业进行，占40%；终结性评价包括理论考试与技能

考核，占60%。

表2 课程考试考核内容与形式一览表（权重总和为1）

序号
项目/模块

/任务
单元教学内容

理论考试 技能考核 备注

权重 内容 考试形式 权重 内容 考核方式

1 学习态度 10%

2 出勤 10%

3 课间提问 10%

4 平时作业 10%

5 期末考核 40% 闭卷 20% 考试

六、学分计算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共计4学分。学生必须参加16学时的理论学习

和48学时的实验（实训、实习、设计等）教学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取

得相应学时学分，学分绩点根据课程综合评定成绩计算。课程期末总评成

绩45～59.9分（按百分制折算）的学生，允许参加正常补考一次，补考内

容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各占50%，总评合格者给予相应学时学分，

学分绩点按照“C”等计算。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少于64学时、期末总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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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低于45分（按百分制折算）、经批准离校勤工俭学期间自学的课程考试

不及格、补考一次后仍不及格、考试（考核）作弊等情况则应重修。

七、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

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与学的

效果。

（二）教学条件

1.教室

装有博途软件的电脑及西门子S7-1200PLC机箱的PLC实训室。

八、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教材编写与使用情况

机械工业出版社 《S7-1200PLC编程及应用》适合教学。

（二）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情况

软件实训室和机箱实训室结合，学生接受能力更强。

九、附录

（一）实验仪器

1、PLC实训机箱

（二）实验设备

1、PLC实训机箱；

2、安装软件博途V15的电脑

（三）主要参考资料

机械工业出版社 《S7-1200PLC编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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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 课程代码 2106019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无 学时建议 72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制（修）订时间 2022年5月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工业机器人系统安装与维护》是工业机器人专业方向的一门专业课

程，在专业教学和实践工作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

需求中，对基础的操作及维护人员以及调试工程师，应用工程师需求量最

大。结合实际的需要，着力于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可以提

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竞争力，使学生将来可以更快地适应和投入到工

业机器人专业工作。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电气原理和机械结构知识，掌握六自由度工业机器

人的特点及其相关参数知识，能使学生掌握机器人机构设计、运动分析、

控制和使用的技术要点和基础理论。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它

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算

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机器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

认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并相应的掌握一些实用工业机器人维护与保养的方法，为后面的机器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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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素质目标

（1）在学习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2）注重生产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培养；

（3）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提升个人职

业素养；

（4）在学习工作中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组成，工作原理及坐标系；

（2）熟悉工业机器人各组成部分的原理和分类；

（3）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装步骤和方法；

（4）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调试步骤和方法；

（5）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常见故障，掌握解决常见故障的方法。

3.能力目标

（1）能了解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的主要构成；

（2）能根据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系统的安装工作；

（3）能根据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系统的调试工作；

（4）能熟悉并解决工业机器人系统常见故障；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本课程由5个项目，22个任务组成，课程具体教学内容见下表

表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

号

项目/模

块/任务
教学内容/任务 教学/学习目标

教学活动

设计
教学资源 学习地点 学时

1

维护安装

调试基础

知识

维护调试的安全注意事项、基

本机器人结构、安全标识的辨

认、机器人开箱检查注意事

项、公差测量、机器人底座选

择

了解安全标识、机器人

本体以及电气结构、公

差测量知识

教师讲解，

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拆装实训室 4

2

工业机器

人控制柜

的周期维

护

两种控制柜的周期维护项目
了解控制柜日常点检项

目和定期点检项目

教师讲解，

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拆装实训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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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机器

人控制柜

故障诊断

控制柜软故障的检查、软件应

用重启的功能、周边观察的检

查方法-SMB通信中断、机器人

各模块诊断

了解机器人常见的故障

诊断以及分析方法、主

计算机模块、安全面

板、驱动单元模块、轴

计算机、系统电源、电

源分配、I/O电源模块的

诊断

教师讲解，

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拆装实训室 16

4

工业机器

人的电气

原理图的

分析

故障代码的查询技巧、控制柜

与本体电路图的解析

了解工业机器人故障代

码的类型分类、电路图

符号的含义

教师讲解，

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拆装实训室 16

5

工业机器

人本体维

护

IRB120的维护点检项目讲解、

机器人本体拆解、不同机器人

本体之间维护注意事项。

了解不同机器人之间的

本体结构特点、不同点

检项目的知识要点

教师讲解，

演示

实训设备，

PPT，视频
拆装实训室 24

合计课时 72

五、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组织实施建议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

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与学的

效果。

（二）教学团队建议

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能力，具有

一定的研究能力和良好的教学水平。

（三）教学条件建议

1.实验仪器：内六角扳手套装，十字螺丝刀，数字式万用表，同步带

张力测试计；

2.实验设备：广数工业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ABB工业机器人实训平

台，发那科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

六、课程考核标准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试方式为期末完成考查项目。

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60%＋期末成绩40%

评价标准：按照项目评分表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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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课程标准

（2022年版）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 课程代码 2106020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必修课 开设院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

操作

后续课程 无 学时建议 72

编制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教研室 审核人

制（修）订时间 2021.06.08

二、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课程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专业必修课。是学

生具备了《三维建模》《机器人基础编程》等基础知识后开设的课程，该

课程是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的重要理实一体化教学环节。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设计常规的工业机器人系统，对于系统中的设备选

型、布局、调试、编程有一个全面的把控，为今后从事工业机器人类相关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工业机器人选型、安装、接线、编程、各级

联动的实用技能，能设计常见的简单工业机器人系统，养成效率意识，项

目规划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素质目标

（1）诚实守信、认真负责，勇于创新、敬业乐业；

（2）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职业精神和学习态度；

（3）树立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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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行业标准和法规，注重技术安全和劳动保护；

（5）与其他成员进行人际交往、思想沟通，获取信息；

（6)团队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

(1)熟悉工业机器人系统中各设备的选型、建模、布局、安装、调

试；

(2)了解各种工业机器人应用以及系统必要的设备；

(3)掌握常见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方法（码垛工作站、焊接工作站等

等。

3.能力目标

(1)能熟练认识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

(2)能熟练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分类及选择；

(3)能熟练掌握基于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的系统设计；

(4)能熟练掌握基于PLC的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

(5)能熟练应用各行业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

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

本课程内容涵盖外围通信，I/O接口技术等专业知识，包括工业机器

人系统中各设备的选型、各设备的模型设计、设备的布局、设备的安装、

设备的编程调试与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联动等7大模块，18个任务。

表1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序号
项目/模块

/任务
教学内容/任务 教学/学习目标 知识点 技能点 学时

1

工业机器

人工作站

系统的构

成及特点

工业机器人工作

站系统的构成及

特点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

系统的构成及特点

能够对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有

大体的认识，

了解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的构成和

特点，以及典型

工作站的应用

6

2
工业机器

人的选型

工业机器人的分

类以及品牌分析

工业机器人的分类

以及品牌分析

能够对机器人分类有清楚的

认识，为选型设计打好基

础。

了解工业机器人

主要分类标准以

及主要消费市场

品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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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的技

术参数

工业机器人的技术

参数

能够参考机器人技术参数指

标，对机器人进行合理的选

型

了解工业机器人

的技术参数，在

简单项目中能对

机器人进行选型

3.

工业机器

人的末端

执行器选

型

末端执行器的种

类

对比不同末端执行

器的特点

能够不同的应用场合选择适

合的末端执行器

了解市场上最常

见的末端执行器

种类

6

4.
工业机器

人的通讯

通讯板卡
工业机器人常用的

通讯板卡和特点

熟悉不同通信板卡之间应用

与特点

熟悉不同通信板

卡之间应用与特

点

4

外部设备通信
常见的现场总线类

型以及通信协议

熟悉分析出工作站的通信特

点，清楚了解不同通信协议

之间的异与同

熟悉分析出工作

站的通信特点，

清楚了解不同通

信协议之间的异

与同

2

人机界面的设置
人机界面的设置与

应用
了解人机界面的使用

了解人机界面的

使用
2

信号的设计
以搬运工作站为例

进行信号分析

了解如何将信号配置合理

化，提高便捷性

了解如何将信号

配置合理化，提

高便捷性

4

5.

工作站程

序设计

（以搬运

为例）

常用搬运指令分

析
常用搬运指令分析

能够为利用常用搬运指令使

程序更加简洁和安全性

了解常用指令使

用方法以及用途
4

程序设计分析
对整体工作站程序

分析功能

能够合理设计子程序以及安

全程序

了解不同程序之

间的功能及用途
4

6.
码垛工作

站的设计

工作站设备选型

分析

结合上面学的内

容，对工作站用到

的设备选型分析

能够借鉴前面学习的内容，

借助网络查询资料，选择合

适项目设备。

了解码垛应用的

特点，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设计

2

通讯与信号设置
对工作站信号进行

设置

能够分析出工作站配置信号

的需求

了解如何将信号

配置合理化，提

高便捷性

4

程序设计
对整体工作站程序

分析功能

能够合理设计子程序以及安

全程序，独立完成程序编写

了解搬运程序的

特点以及功能
4

7.
焊接工作

站的设计

焊接的基础知识
对焊接工艺有大致

了解

能够最常见的焊接知识和工

艺有认识

了解焊接应用的

特点以及使用场

合

4

工作站设备选型

分析

结合上面学的内

容，对工作站用到

的设备选型分析

能够借鉴前面学习的内容，

借助网络查询资料，选择合

适项目设备。

了解压铸取件应

用的特点，根据

实际需求进行设

计

4

通讯与信号设置
对工作站模拟信号

进行设置

能够分析出工作站配置信号

的需求

了解焊接信号配

置
4

多机器人协同焊

接的设置

协同焊接功能的实

现及特点

能够独立完成协同焊接功能

的实现

了解什么协同焊

接功能
4

程序设计
对整体工作站程

序分析功能

能够合理设计子程序以及

安全程序，独立完成程序

编写

了解搬运程序的

特点以及功能 8

合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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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元素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以“工匠精神”为主线，将安全操作、团结合作、

诚实守信、认真负责，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等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表

2）。

表 2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课程思政目标与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关键词 安全、优质、爱国、兴路、强国、尊重客人、大国工匠、创新、奉献、奋斗、自信

知识点 思政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

工业机器人的选型
自信心、自豪感

奋斗意识

资料：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

新闻：四大家族中库卡机器

人被美的收购

案例教学法

讨论法

工业机器人布局安装
责任意识

全局意识
案例：铝模板生产线布局 讲授实操法

PLC 等电气元器件的选

型

团队协作

居安思危

案例：三菱、西门子、施耐

德等品牌的崛起
案例教学法

发动机产品自动化生产

线的方案设计

团队意识

奉献精神

工匠精神

案例：吉利汽车焊装生产线

新闻：德国工业 4.0 与中国

制造 2025

案例教学法

ABB 机器人实操运动
安全意识

精益求精
实操：导师示范操作 现身教学法

3.教学资源

(1)智慧职教云课堂中PPT课件、试题库。

(2)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业机器人系统应用与设计》。

(3)参考书：中国工信出版社《ABB机器人编程全集》、机械出版社

《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编程》。

五、考核办法

评价方式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过程

性评价占4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以及课堂任务完成情况，终结性评价

为项目考查与理论考试，占60%。

表 3 课程考试考核内容与形式一览表

序号 项目/模块/任务 单元教学内容

理论考试 技能考核 其他评价形式

知 识

点
权重（%） 技能名称 权重（%）

形

式

权 重

（%）

1 项目设备的选取
工业机器人选型、PLC 选

型、工业机器人的末端工具
20

2 项目设备的装配 装配模块的装配工艺流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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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线 机器人 I/O 通信、设备接线

工业流程

3

项目设备调试运

行

控制系统通信方式、PLC 硬

件的总体配置、人机界面的

功能设计

40

4
工业机器人系统

项目基础知识
生产设备的总体设计 20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模式与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学习工业机器人编程指令等基础

知识，完成章节练习，线下完成系统集成各任务的实施与评价。

2.教学条件

(1)教室：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室、工业机器人拆装实训室；

(2)校内实训基地。

表 4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课程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

实训室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机器人仿真操作室

电脑 50

投影仪 1

交换机 1

机器人拆装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 ABB 机器人、广州数控机器人、PLC 设备 6

七、学分计算

本课程共计4学分。学生必须参加16学时的理论学习和48学时的实验

（实训、实习、设计等）教学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取得相应学时学

分，学分绩点根据课程综合评定成绩计算。课程期末总评成绩45～59.9分

（按百分制折算）的学生，允许参加正常补考一次，补考内容包括理论考

试和技能考核，各占50%，总评合格者给予相应学时学分，学分绩点按照

“C”等计算。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少于60学时、期末总评成绩低于45分

（按百分制折算）、经批准离校勤工俭学期间自学的课程考试不及格、补

考一次后仍不及格、考试（考核）作弊等情况则应重修。

八、附录

教学设备：华航唯实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实训平台部分重要设备：

ABB品牌IRB120工业机器人、西门子200SmartPLC、昆仑通态HMI、雷塞步

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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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三年制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2022年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及思路

（一）调研目的

通过调研工业机器人专业对应的企业发展现状、职业群的技能人才需

求、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与发展情况等信息，以及现有21级工业机器人在

校生授课情况，进行综合信息分析，为努力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提供方向。

本次调研的目的为：

1.了解装备制造企业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高技能型人才的规格要

求、数量需求；

2.了解工业机器人专业毕业生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情况；

3.了解企业在职工业机器人方面的从业人员的培训需求情况；

4.根据现有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开课过程中存在问题，实时进行调整

和优化。

（二）调研思路

通过行业调研，深入了解社会需求，明确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相关工

作岗位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行业企业调研，了解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结构现

状，梳理出社会用人需求的层次，在首先明确不同办学层次的人才培养目

标和规格要求定位的基础上，确立高职层次的专业办学定位，进一步深入

了解完成本专业相关工作任务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与素质要求，从而重构科

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及课程内容，才能有效地开展相应的知识、技能和职

业态度等教育。最终，使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具有社会适应性和针对性。

通过毕业生跟踪调研，掌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情况，搜集用人单位对

机工业机器人专业教育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进而明确学生自身发展需要、

企业发展需要与学校教育发展的结合点，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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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通过对目前在校生调研，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学习习惯、对将来职

业规划、对目前教师授课质量和授课内容的意见与看法，方便调整授课策

略因材施教。

通过教研室全体教师座谈，讨论目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

存在问题，并思考优化策略。

二、调研的基本过程

（一）调研内容

1.调研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

2.调研本专业适合毕业生的职业岗位群、职业岗位对从业人员的知

识、能力及素质要求；

3.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岗位发展调查分析；

4.毕业生对培养过程的意见和要求；

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反馈；

6.任课教师和企业专家对课程体系科学性评价；

7.在校生学习习惯和对授课质量以及内容的评价。

（二）调研对象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生、在校生，本专业任课教师，湖南东品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三）调研方式

1.针对上述企业的具体情况,拟定具体的调研问题（详见附表）。以

问题为调研的基本诉求点, 因为疫情封控原因，主要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等

方式,结合企业的调研对象直接或间接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着

重对不同岗位人员的比例、岗位能力要求、生产环节工艺和设备使用的情

况进行了调研。

2.毕业生的调研主要发动相关教师，联系自己的学生，采用面谈、电

话交流、QQ聊天等方式了解毕业生的职业状况。

（四）调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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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调研安排表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 调研方式 调研负责人 调研参与人员

2022.04.20-23
湖南东品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现场访谈 刘畅 陈强、谢红玉等

三、企业调研

2022年04月20日至23日项目部陈强、谢红玉等工程师，前往湖南东品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研。

图 3-1 企业现场调研

1.企业用人的知识、能力与素质要求

企业用人数据

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部进行问卷调查，企业对岗位的需求如下图所

示：

图3-2 2021年本专业相关企业岗位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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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人的素质与能力要求分析

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

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

和教育观念，科学划分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要素是实施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前提条件。结合上述认识，为方便被调研企业参与本

次活动，我们对企业用人的素质与能力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

构要素作如下划分。

表3-1 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统计表

序号 专业课程
企业实际应用 学生能力

较多 较少 无用 优 良 差

1 机械制图 是 是

2 金属与热处理 是 是

3 机械设计基础 是 是

4 电工技术 是 是

5 传感器应用 是 是

6 PLC控制技术 是 是

7 维修电工 是 是

8 工业机器人编程 是 是

9 SolidWorks三维建模 是 是

10 工业机器人操作 是 是

11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是 是

12 工业机器人维护 是 是

2.专业人才需求调查

传统的自动化工业已增加了新的内涵，对工业机器人从业人员技术要

求也越来越综合。相关的自动化行业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工业机器人专

业人才也越来越受重视。以下是调研企业的近几年的工控人员需求趋势。

表3-2 被调研企业2018—2020年岗位需求统计

单位 岗位/工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湖南东品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电气工程师 10 10 10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 10 30 25

电工 5 16 15

机器人维护工程师 20 30 25

仿真方案工程师 10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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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表明，受疫情影响，供需关系紧缩，

企业各岗位工种数量都有适当的萎缩，在岗位有限，人才辈出的情况

下，对我们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尤其是理论扎实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对机器人调试了解全面又善于继续

学习的，既能一般地操作工业机器人和简单电气设计的综合型人才，需求

更加强烈。这种人员，在工作2-3年后，会显现较大的发展潜力，对企业

的贡献会更大，相应的职位和待遇也会更好。

在我们所调研的企业中，虽然大部分企业目前只要求操作者能熟练操

作机器人，但随着企业对工控控人才的高效利用和进口机器人系统的配

置，企业对工业机器人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知识结构要求。可以预见，

在企业对基层工控技术人才的数量有很大需求的同时，对其知识和能力要

求会越来越高，复合型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对几大

主流品牌（ABB、KUKA、FANUC、Yaskawa）工业机器人能熟练编程和操作

的人员需求逐渐加大。同时，企业希望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可以

派出这样的员工去给客户装调机器人、维修、试生产，减少人力资源成

本，在懂专业技能的同时最好又懂一些营销方面的知识，潜在扩大营销人

员。

3.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评价

调研数据显示，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的满意度以工作安全

意识、吃苦耐劳和专业技能与相关专业知识为最高，而组织协调能力、学

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人文素养仍需加强。相比较实践动手能力，企

业更关注独立工作能力、吃苦耐劳品质、工作责任心与职业道德、协调合

作能力等职业素质。

表3-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评价表
职业素质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专业技能与相关专业知识 86% 9% 5% 0%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75% 12% 8% 5%

组织协调能力 36% 39% 21% 4%

人文素养 75% 8% 12% 5%

吃苦耐劳 85% 1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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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意识 95% 5% 0% 0%

4.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议

高职工业机器人专业的人才定位应该是高技能型人才，即生产一线从

事操作和管理的技术型、技术与技能复合型人才。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培

养，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专业基础知识不可忽视；

加强基本技能培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 。

（2）对课程设置的建议

在调研中发现，装备制造类被调研企业认为最重要的专业课程是工业

机器人现场编程、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三维建模、PLC编程技术与应

用、电工电子技术与应用等。各企业希望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是工业机器

人的正确操作与维护、产线调试以及三维建模软件的应用等。

（3）对教学模式改革的建议

不以知识的盲目传授和盲目积累为教学目标，还要增加职业岗位案例

和实例。在所有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内容的渗透式教学，要求

专业教师在自己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中，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要特别

注意，要有渗透、有案例、有考核，具体如下：①根据企业的要求，以就

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必须够用，兼顾发展”为出发点安排课

程；以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技能为目标，调整专业理

论课和专业技能实验实习课的比例，加大技能培训的比例，建立以项目课

程为主体的模块化的多层次、多类型、多方向的专业课程体系；把培养学

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优秀的职业素养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引进企业的环

境，强化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训练，尤其是就业观念、职业素养、终身

发展能力和观念的教育培养。②以满足企业的工作要求为依据，开展专业

课程开发，专业设置要体现“宽”的原则，而小专门化方向要体现先进

性、前瞻性、实时性。③采用综合化、项目化、案例化、现场化的形式组

织教学内容，重点突出机器人操作、接线等工艺等公共平台的专业教学内

容；增加与企业接轨的岗位专项高新设备、高新技术的教学内容，以培养

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技能为最终教学目标；④改进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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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从企业实际和学生的生活实际中选取教学项目，采用

理实一体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四、毕业生调研

1.毕业生工作岗位发展情况统计信息

表4-1 毕业生工作岗位发展情况统计表

就业岗位 2028届 2019届

普通操作类 150 100

技能操作类 100 90

技术类 60 40

管理类 10 12

自主创业 30 40

经过调研，了解到本专业毕业生涉及的工作领域初始就业岗位主要有

设备操作工、设备安装调试工，发展就业岗位主要有设备维修工、技术研

发员、车间管理员。在这些岗位中设备操作工、设备维修工的人才需求较

多，此外机电设备的营销与服务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占比较小。

2.毕业生对课程设置的要求

在调研中，我们对拟开设的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大部分专业课程按重要

程度征询了企业部分专业人员、工厂实际操作工人、我院毕业生的意见。

结果如下：

表 4-2 就业单位、毕业生课程调查统计表

序

号
专业课程

企业实际应用 学生能力

较多 较少 无用 优 良 差

1 机械制图 是 是

2 金属与热处理 是 是

3 机械设计基础 是 是

4 电工技术 是 是

5 传感器应用 是 是

6 PLC控制技术 是 是

7 维修电工 是 是

8 工业机器人编程 是 是

9 SolidWorks三维建模 是 是

10 工业机器人操作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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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是 是

12 工业机器人维护 是 是

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不同企业，不同人员的要求不尽相同。这应

该与被调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关。同时，拟开设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大多

数被调研者的肯定，操作工人较偏重于基础的知识和能力课程，管理人员

更偏重于发展素质课程，且部分人员提出了适当开设生产和质量管理相关

课程，一使学生尽快适应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程序。

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和机电设备的更新换代，对

各层次的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对于基层机器人操作人才（如机器人操作工），应以传统的机器人应

用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为基础，学习掌握“工业机器人在线编

程”，适当掌握“RobotStudio”“SolidWorks”等软件。

对于较高层次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如机器人调试工程师、编程工艺

员）应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较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全面地掌握数控设备

的相关原理与技术，更加熟悉产品的三维设计，精通产品的加工工艺；工

业机器人维修人员要以机、电、光和液（气）控制技术为基础，掌握工业

机器人维护与维修的技术和技能。

适当外语水平（包括英、德、日语等）和网络技术对工业机器人从业

人员的发展更有利。

3.毕业生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反馈

对近两年毕业的该专业毕业生调查问卷“您认为学校教学设置与管理

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项目的统计分析结果。毕业生关注教学队伍

建设和实训设施改进两方面为最高，均为80%。

在“您对本专业教学内容和组织环节环节的建议”方面，反应比较集

中的意见为：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要对应，努力实现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组织模式；课程标准要明确；专业特色要明显；在

调研社会需求基础上进行专业定位；针对学生主要就业方向设计课程体系

和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并适度考虑学生发展需要等。

建议：《工业机器人结构拆装》实训室、《机械制图与三维建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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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室、《电气控制与PLC编程》实训室和实训车间等应按“教、学、做”

一体化进行设计和规划；课程教学与实训坚持“教、学、做”合一。根据

课程特点不同，可分别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探究式教

学等方法。毕业综合实践主要在企业对口岗位上进行，以学生完成作品为

主，并辅以毕业设计、实习报告等。建议规范学生的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等实践教学环节的方案制订、任务布置、过程检查、指导答疑、结果评

价、答辩等过程：

图4-1 近2届毕业生对本专业人才培养各要素重要程度的统计表

五、在校生调研

目前工业机器人专业在校生只有一年级学生，合计102人，我们随机

对其中56人进行调研，其中男生53人，女生3人。学生集中反应的问题如

下：

1.在问到自己能否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有45个同学认为可以，

有15个学生认为不知道，有1个学生认为不行。说明大部分对专业前景充

满信心，但是有少部分学生信心不足。面对以上典型情况，应当加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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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引导学生有的放矢。

2.从课程设置满意度看：几乎都在满意以上，其中基本满意的有1人

占1.79%，满意的有18人，占33.93%，非常满意的有13人的占35.71%。说

明了21级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图1所示。

图5-1课程设置满意度

3.授课内容满意度调查看，均在满意及以上：基本满意的有13人，占

25%，满意的有20人，占37.5%，非常满意的也有20人，占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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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授课内容满意度

4.从授课质量调查来看：学生评价较高，均在满意以上。说明我们相

关授课教师都能较好地完成授课任务，赢得了学生较高的认可度。

图5-3 授课质量满意度

5.从反应的突出问题中，排前三的分别是缺乏实验科研设备、实践教

学环节不足、忽视个性培养等问题。这也和我们目前实验实训设备建设缓

慢等相关问题相吻合。在实践教学环节中也确实存在学生个性培养不够突

出的问题。

6.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将来留在本地工作时，有28.7%的学生选择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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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有44.64%的同学表示不清楚，有26.79%表示不愿意。

7.在问到愿意留在本地工作的原因时，排在前三的原因分别是：工作

对口、不愿意离家太远以及愿意为家乡发展服务。而导致学生最不愿意留

在本地工作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的问题。只要具备合适的

就业条件，他们还是很愿意留下为家乡建设和发展服务的。

六、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分析

（一）企业职业工作岗位

本次调研中，机器人企业对本专业的学生主要工作岗位及工作任务如

下：

表5-1主要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分析表

主要职业岗位 工作任务分析

机械设计

1.负责非标设备的设计，并给出标准件、非标准件（结构件、铝制件等）清单

2.机械图纸的绘制，负责机加进度的把控，加工工艺指导

3.负责设备的装配指导

电气设计

1.对机械工程师设计的设备进行电气逻辑的设计，并选出所需电气元器件型号

2.电气图纸的绘制，电气接线的指导

3.电气程序的编写，电气设备的调试

电工

1.电路图阅读

2.电子元器件的认知

3.安全带电操作

4.负责设备的电气接线，控制柜接线

5.负责设备的运行维护

机器人

1.机器人配置与通讯

2.机器人所需非标件设计

3.机器人可达性分析

4.机器人程序编写与生产工艺的调试

（二）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

表5-2主要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要求分析表

核心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机械设计

1.负责非标设备的设计，并给出标准件、非标准件（结构

件、铝制件等）清单

2.机械图纸的绘制，负责机加进度的把控，加工工艺指导

3.负责设备的装配指导

知识能力

机械设计与原理

人体工程设计

3D绘图软件的使用

2D制图软件的使用

产品样本手册的阅读与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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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电气设计

1.对机械工程师设计的设备进行电气逻辑的设计，并选出

所需电气元器件型号

2.电气图纸的绘制，电气接线的指导

3.电气程序的编写，电气设备的调试

知识能力

电气系统控制

电气制图

PLC程序编写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WINCC）

人机界面的设计

设备通讯与组态

伺服、变频器控制

传感器认知与使用

电子元器件的选型

钳工

1.机械图样识读

2.尺寸误差和形位误差的测量

3.阅读加工工艺文件、零件定位与装夹

4.负责设备的装配，气路的连接

5.负责设备的整改

知识能力

装配图，气路图阅读

装配工艺的应用

机械加工的应用

装配过程中的安全知识

电工

1.电路图阅读

2.电子元器件的认知

3.安全带电操作

4.负责设备的电气接线，控制柜接线

5.负责设备的运行维护

知识能力

电路图阅读

电子元器件的认知

带电操作的安全知识

机器人调试

1.机器人配置与通讯

2.机器人所需非标件设计

3.机器人可达性分析

4.机器人程序编写与生产工艺的调试

知识能力

机器人配置软件的使用与通讯配

置

机器人仿真软件的使用

机器人编程

生产工艺的掌握

六、专业结构调整、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建议

1. 工业机器人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方向调整建议

工业机器人专业以本地装备制造相关行业企业专业人才需求为首要人

才培养目标，以满足人才培养为突破口，以突出专业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为重点，加强装备制造业实践课程教学的同时，增加三维设计应用理论

和实践教学，从而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针对原来部分专业基础课程课时设置偏少，课序设置欠合理的问题，

作了部分课程内容拆分、课时增加、课序调整等。比如原《机械制图

&AutoCad》因为原课时量不足的问题，首先做了内容的拆分，处理成了

《机械制图》和《AutoCad》两门课程，且跨学期开设，分别增加了授课

时间，保证授课质量。《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Robotstudio)》存

在大量的工业机器人操作的知识点，课程的开设需建立在学生有一定的工

业机器人操作和编程基础上。将《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Robotstudio)》课程开设在《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操作(ABB)》课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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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因此做了课序调整。

了突出学生的专业特色，强化实践技能训练，在课程体系调整中，除

增加了实践课程的教学时数外，注重“理实一体”。为了让学生适应在岗

位群内可转换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就必须增强实践技能课程的通用性，培

养学生具有知识内化、知识迁移、继续学习的能力。努力构建“职业能力

本位”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职业技能课程改革是课程体系改革的核心。

从满足行业对应用型人才综合能力的需求出发，分析其职业能力结构，构

建该专业的专业技能课程体系。按其职业能力、岗位结构设置课程模块。

我们根据国家关于高职高专发展规划的要求，大力革新教育观念，在

职业技能课程设置上，建立以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职业能力本位”的专业

课程体系，确定现工业机器人在线编程、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三维建

模、PLC编程、电工电子等课程为本专业核心主干课程，C语言程序设计、

python程序设计、传感器技术应用(安装维护方向)、液压与气动技术、电气

CAD（EPLAN）等为专业选修课程。

2. 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设置建议

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对专业课程设置

进行深刻改革。在人才培养上，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的

上的高技能人才。我们要避免出现高职毕业生出现理论不及本科生，操作

不及中职生的尴尬局面。逐步形成以就业为导向，以企业需求为依据，形

成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课程体

系设计上，学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压缩课程，而是要在经过充分企业调研的

基础上，适当的压缩那些对企业用处不大的课程内容，以实用为基础。无

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内容，一切都以就业为导向。我们将深入企业调

研，了解在企业的不同岗位上究竟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在此基础上合理

设置专业群的平台课程以及方向课程的教学内容。最后我们要改革目前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实用为基础，将案例教学提到重要位置，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上我们应该注重

联系企业的操作实例，尽可能联系实例来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

的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实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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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程教学内容时，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加强

基础文化课与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建设。应用型人才是本专业教学的培养目

标，在构建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时，将始终坚持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原

则，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必需、够用。在文化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中，改变

原来单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方式，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健全人格，

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课程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加大改革力度，力求形成特色明显的

针对就业岗位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新体系。通过广泛的调研及专家论证，

确定了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专项能力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对课程进行了

重组或新开课程，构建了“能力岗位型”人才培养计划。在课程设置时，

按照大平台、小模块、定方向的原则，课程设置共分三大模块：即公共与

基础课程模块、技术平台课程模块、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多门主干课程进

行了重组或整合,特色明显、效果好。此外还重点对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

技术、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与三维建模造型技术进行有机整合，增加工

业机器人应用与操作及维护课程，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明确

工程应用的重点内容，整合优化课程内容，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提高课

程教学的实效性。

3.专业师资配置建议

积极加强双师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共建，建设校外实训

实习基地，积极从合作企业聘用兼职教师、专任教师经常到企业调研和顶

岗锻炼，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了教学质量，不断开展课程改革与建

设，使教学内容贴近生产一线,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企业需要。

4.实训条件配置建议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推行“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为了加强

动手能力培养，在集中实践环节增加了PLC、系统集成等项目。同时配备

1+x证书考证设备，方便学生在校完成x证书的训练和考证。

建议：《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室、《机械制图与三维建模》实训

室、《电气控制与PLC编程》实训室、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和实训车间等

应按“教、学、做”一体化进行设计和规划，同时抓紧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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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建议

根据企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业机器人专业方向，重

点进行订单式培养，力求专业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符合企业需

求。开设通识选修课，设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诗词、国学、美学、文学

等文化与美德传承的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将吃苦耐劳品质教

育融入专业课程素质教育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营造现场环境，增强学生对

岗位工作的认识。通过专家讲座、社会实践、就业指导、体育锻炼等，增

强学生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就业岗位的艰苦程度的客观认识，激发学生的

职业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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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调查

尊敬的企业领导：

您好！为了掌握我省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现状及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了解当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和

职业发展情况，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使本专业的建设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需求，特进行此次调查。您的回答对我们至关重要，调查数据将

作为我们科学研究的依据。

本问卷不用填写姓名，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您根据情况如实填写，

我们将对内容严格保密。

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小组

2022.04.07

*********************************************************************

1.贵公司的性质（ ）

（A）国营企业 （B）民营企业 （C）外资企业 （D）其他

2.贵公司企业人数规模（ ）

（A）100人以下 （B）100至300人 （C）301至500人 （D）500人以上

3.贵公司在工业机器人方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可多选）

（ ）

（A）机器人本体生产（制造商） （B）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系统集

成商）

（C）机器人应用（用户） （D）本体生产和系统集成

（E）机器人技术研究（或教学） （F）行业协会（或联盟）

（G）其他

4.您认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学生最重要的素养是哪些（多选）

（ ）

（A）沟通能力 （B）事业心和责任感 （C）语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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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

（D）创新能力 （E）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F）吃苦耐

劳

5.您认为目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大专毕业生存在哪些方面问题（多选）

（ ）

（A）团队合作 （B）奉献他人 （C）吃苦耐劳 （D）技术技能不

够扎实

（E）知识面不够广 （F）缺乏不断学习的意识 （G）创新能力不

够

6.您对目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大专毕业生整体满意度（ ）

（A）好 （B）较好 （C）一般 （D）较差

（E）差

7.您认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应掌握哪些方面技能（多选）（ ）

（A）机械（生产和组装机械机构） （B）液压气动

（C）电气（驱动与控制） （D）电子（电子装配与调试）

（E）计算机网络搭建与配置 （F）编程（PLC、C语言等）

（G）夹具设计开发（含装夹机构） （H）数控切削加工（CNC）

（J）机器人集成解决方案编程与实施 （K）机器人的维护与管理

（L）其它

8.贵公司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大专毕业生主要工作岗位是（多选）

（ ）

（A）销售 （B）售后 （C）工艺 （D）机器人调试 （E）机

械设计

（F）电气设计 （G）机器人仿真 （H）设备维护、维修

9.贵公司是否与高职院校采取过合作（ ）

（A）是 （B）否

10.贵公司每年招收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实习学生人数（ ）

（A）0-10人 （B）10-20人 （C）21-30人 （D）31-50人 （E）50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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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大专毕业生实习的综合薪资水平（元/月）

（ ）

（A）2000-3000 （B）3000-4000 （C）4000-5000 （D）

5000以上

13.工业机器人技术学生毕业后的综合薪资水平（ ）

（A）2500-3000 （B）3000-3500 （C）3500-4000 （D）

4000-4500

（E）4500-5000 （F）5000-5500 （G）5500-6000 （H）

6000-7000

（I）70000及以上

*********************************************************************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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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毕业生调查问卷

亲爱的校友：

您好！为了跟踪了解我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三年后人才就业和

职业发展情况，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使本专业人才培养更适应区域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特进行此次调查。您的回答对我们至关重要，调查数

据将作为我们科学研究和人培修订的依据。

本问卷不用填写姓名，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您根据情况如实填写，

我们将对内容严格保密。

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小组

2022.04.07

*********************************************************************

1.目前所处企业的性质（ ）

（A）国营企业 （B）民营企业 （C）外资企业 （D）其他

2.最初的就业岗位（ ）

（A）销售 （B）售后 （C）工艺 （D）机器人调试 （E）机

械设计

（F）电气设计 （G）机器人仿真 （H）设备维护、维修 （I）其

他

3.目前的就业岗位（ ）

（A）销售 （B）售后 （C）工艺 （D）机器人调试 （E）机

械设计

（F）电气设计 （G）机器人仿真 （H）设备维护、维修 （I）其

他

4.您认为工作中哪些素质非常必要（ ）

（A）沟通能力 （B）事业心和责任感 （C）语言表

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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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创新能力 （E）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F）吃苦耐

劳

5.请对我们在校期间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请依次填写

字母代号）（ ）

（A）电工电子技术 （B）工程制图与机械电气CAD （C）Solid works软

件制图 （D）液压与气动 （E）PLC技术与应用 （F）传感

器与检测技术

6.请对我们在校期间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请依次填写

字母代号）（ ）

（A）工业机器人基础 （B）工业机器人操作、安装与维

修调试

（C）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与调试技术 （D）工业机器人离线仿真及应用

技术 （E）工业机器人应用案例分析

7.您认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多选）（ ）

（A）机器人系统维护和保养 （B）编制、调整工业机器人控制

程序

（C）机器人应用程序的编写和调试 （D）安装、调试工业机器人及应

用系统

除此之外还有补充（如果没有可以不填）：

9.您认为我们的哪些选修课开设是有必要的（多选）（ ）

（A）专业英语 （B）C语言程序设计 （C）机械设计基础 （D）TIA应

用技术

（E）机床夹具设计 （F）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

8.您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校培养满意度（ ）

（A）好 （B）较好 （C）一般 （D）较差

（E）差

9.入职时的综合薪资水平（元/月）（ ）

（A）2000-3000 （B）3000-4000 （C）4000-5000 （D）

5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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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前的薪资水平（ ）

（A）2500-3000 （B）3000-3500 （C）3500-4000 （D）

4000-4500

（E）4500-5000 （F）5000-5500 （G）5500-6000 （H）

6000-7000

（I）70000及以上

***********************************************************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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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在校生调查问卷

同学，您好！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专业发展的调查，为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提供依据。问题回答的结果无所谓对错，

只要符合您的真实想法和实际情况就可以。问卷不记姓名，请放心回答。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请您在前面的括号内填写适合的选项，在横线上填答

合适答案，或按要求填答。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调研小组

2022.04.07

*********************************************************************

1.你的性别是( )

A、男 B、女

2.你就读的年级( )

A、一年级 B、二年级 C、三年级

3.你选择现读专业的原因是( )

A、自己兴趣 B、家人及其他人建议 C、看中专业的前景

D、专业调剂 E、其他

4.有没有想过换专业？( )

A、有 B、没有

5.目前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否有系统的了解？( )

A、了解 B、一般 C、不了解

6.你在课前预习的情况如何？( )

A、全部认真预习 B、基本上预习 C、有时预习 D、没时间

预习

7.你认为教师课堂教学在时间分配上的总体现状如何？

A、老师应该多讲一些 B、老师讲得太多 C、讲课时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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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最喜欢的教学形式是？

A、课堂讲授 B、边讲边练 C、实际操作 D、其他

9.有动手操作的机会时，你会？

A、感兴趣 B、有时感兴趣 C、怕不成功 D、有同学做就

可以了

10.你最大的学习动力来源于？（多选题）

A、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增强自己的能力，完善自我

B、他人（家人、朋友、老师）的期望和鼓励

C、过得高分，评上奖学金 D、拿到更多的证书

E、以后有好的前途，找到好工作 F、其他

11.大多数情况下，上课不专心甚至逃课的因为是？(多选题)

A、课程太枯燥无聊 B、觉得课程内容没用 C、参加学生组织

或兼职

D、喜欢一个人自学 E、学习氛围差、打闹聊天玩手机等 F、其

他

12.你喜欢某门课的主要原因是？(多选题)

A、这门课我的学习基础好 B、我对这门课的学习内容感兴趣

C、任课老师经常鼓励我 D、上课气氛融洽，教学生动有趣 E、其他

13.有没有对自己未来进行合理的规划并设定合理的目标？

A、有 B、不知如何规划 C、没有

14.你认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多选题）

A、专业能力 B、交际和处理事务能力

C、继续学习能力 D、创业能力

15.你认为专业所学知识能否应用到将来的工作中去？( )

A、 能，所学既所用 B、 能，或多或少 C、不能 D、不

太清楚

16.你认为求职成功有哪些因素？（多选题）

A、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 B、求职经验丰富 C、学习成

绩好 D、有较多的社会实践经历 E、技能证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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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社会关系

G、运气好

17.请写出目前你感觉最有收获的三门专业课程：

18.请写下你对本专业的建议(课程设置、学时设置、教学方法、学习考核

等各方面均可)：

*********************************************************************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祝愿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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