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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建设成果文件 

1.省级双优校建设批复文件 

 

 

 

 

 

  



 

 

  



 

 

  



2.省级示范建设验收文件 

 

  



 

 

  



 

 

 

 

 



3.省级骨干专业立项建设通知 



 



 



二、师资队伍建设 

1.“双师型”教师培养方案 

 



 

  



 





 

 

 



2.机电专业教师教科研成果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发表著作名称 

1 鲁虹 

论以项目为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资源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德育教学体系构建; 

职业教育中的微课程教学设计。 

2 孙艳 

无钴低成本 AB5.6型储氢合金的电化学性能分析； 

关于金属材料焊接中，超声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分析； 

热碱处理对 CaCu5型对快凝储氢合金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3 王永良 自动化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 

4 陈克霞 

传感器技术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及发展展望。 

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的拥塞控制策略。 

传感器技术在机电技术中的应用实践。 

5 武泽强 
中职单片机技术技能竞赛与常规教学相结合的意义及开展策

略 

6 姚延龙 
中职机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考； 

分层教学在中职机电专业课堂中的应用。 



3.教师技能证书与指导竞赛获奖证书 

 

 



 

 

 

 



 

 

 

 

  



 

 

 

 

 



 

 

 

 

 



 

 

 

  



 

 

 

 



 

 

 

 



 

 

 

 

 



 

 

 

 



三、“1+X”证书试点及实训室建设 

1.“1+X”数控车铣试点界面 

 

 

 

 

 

 



                                    

 

2.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实训室管理制度 

“8S”管理标准 

（一） 整理 

衣着整齐，符合规范。 

（二） 整顿 

违规操作，严肃处理。 

（三） 清扫 

清除垃圾，美化环境。 

（四） 清洁 

洁净环境，贯彻到底。 

（五） 安全 

防微杜渐，安全第一。 

（六） 节约 

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七） 素质 

遵守制度，养成习惯。  

（八） 学习 

勤学苦练，磨练技能。 

 

 

  



                                    

 

PLC 实训室管理制度 

1. 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指导书，明确实训

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

法及注意事项。 

2. 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服从

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进入实训室。 

3. 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放在手机袋中，未经教师允许，不得使用

手机。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

杂物，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4. 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追逐

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5. 实训期间，严格按照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实践

操作。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在进行上电验证实验时，必须有指导教

师在场，学生严禁私自合闸上电。发现设备或仪器等出现异常现象应

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6. 学生在合 380V 空气开关和按启动按钮时，必须有指导教师在

场，并由指导教师指导操作。实训过程中，严禁动用钥匙开关，钥匙

开关的钥匙由指导教师保管，不得交给学生。 

7. 严禁将手机充电器及 U 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带入实训室。计算

机要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开关机，如有问题（如无法开机等）及时向老

师报告。 

8. 实训结束后学生要对实训器材进行整理（特别是导线，要分颜

色整理）放回原处。将实训工具要放置在规定的地方，打扫实训室卫

生。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离开实训室时，所有电气设备均应切

断电源，关掉实训室电源总开关。 

  



                                    

 

PLC 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

导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

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戴绝缘鞋与工作服。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物，

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到达指定工位后，首先认真填写《实训室设备使用情况表》

并检查自己所在工位的元件是否完好，如有损坏及时向老师报告。 

（六）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七）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设备，爱护公共

财物。 

（八）严禁将手机充电器及 U 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带入实验室，一

经发现一律没收。 

（九）计算机要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开关机，如有问题（如无法开

机等）及时向老师报告。 

（十）实训器材严禁两个工位间交叉使用，实验结束后操作人员

要对实训器材进行整理（特别是导线，要分颜色整理）放回原处。 

 

 

 

 

 

  



                                    

 

电工实训室管理制度 

（一）学生实验前要进行安全知识教育，要制定出安全操作规程

并进行培训，否则不准进入实验室。 

（二）实验室管理人员在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前，要进行仪器、设

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修复整改，确保学生实验安全。 

（三）实验指导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学生实验秩序，不准学生

在实验室打逗或来回乱窜。 

（四）学生在实验时严格按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实

践操作。 

（五）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巡查学生实验情况，

发现学生违纪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让其离开。 

（六）实验室设备要建立设备档案及设备维修、检验档案，建立

设备检查检修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七）实验室不准堆放无用杂物和易燃易爆品，室内要保持干净

整洁，通风要好、通道要畅通。 

（八）实验室按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常

识，并会使用灭火器材。 

 

 

 

 

 

 

 

 

 

 

 

 

 

  



                                    

 

电工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验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验教材和实验指

导书，明确实验目的、实验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仪

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验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验室门口集合，进入实验室必须

穿工作服。 

（三）进入实验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验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物，

不进行与实验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实验前应先检查实验所需的工具、仪表、材料等是否齐全

完好。 

（六）实验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七）接好线路后，应认真检查，请教师审核后方可通电。 

（八）实验过程中仪表、工具、材料不得随意摆放，不得擅自动

用与本实验无关的设备，启动仪器前须征得教师同意，调节旋钮力度

要适度，不得野蛮操作，爱护公共财物。 

（九）完成实验后主动整理好相关仪表、工具，做好实验室卫生，

关好门窗、电灯，经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离去。 

  



                                    

 

电子实训室管理制度 

（一）学生实训前要进行安全知识教育，要制定出安全操作规程

并进行培训，否则不准进入实训室。 

（二）实训室管理人员在学生进入实训室之前，要进行仪器、设

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修复整改，确保学生实训安全。 

（三）指导实训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学生实训秩序，不准学生

在实训室打逗或来回乱窜。 

（四）学生在实训时严格按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实

践操作。 

（五）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巡查学生实训情况，

发现学生违纪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让其离开。 

（六）实训室设备要建立设备档案及设备维修、检验档案，建立

设备检查检修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七）实训室不准堆放无用杂物和易燃易爆品，室内要保持干净

整洁，通风要好、通道要畅通。 

（八）实训室按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常

识，并会使用灭火器材。 

 

  



                                    

 

电子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

导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

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工作服，女生扎好头发。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物，

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六）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设备，启动仪器

前须征得教师同意，调节旋钮力度要适度，不得野蛮操作，爱护公共

财物。 

（七）焊接电路时应按规范正确使用焊锡，电烙铁用完要及时放

回烙铁架，并要注意烙铁头不能触碰电源线，焊接结束要及时断电，

电烙铁周围不得放置易燃物品。 

 

  



                                    

 

电气控制实训室管理制度 

（一）在进行实训教学前，教师需根据安全操作规程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学生应认真学习学生守则及安全操作规程，并在实训过程

中严格遵守。 

（二）实训指导教师在学生进入实训室之前，要进行设备、设施

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修复整改，确保学生实训安全。 

（三）实训指导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学生实训秩序,不准学生在

实训室打逗或来回乱窜。 

（四）学生在实训时严格按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实

践操作。 

（五）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实训指导教师要及时巡查学生实训、

试验情况，发现学生违纪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让其离

开。 

（六）实训室设备要建立设备档案及设备维修、检验档案，建立

设备检查检修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七）实训室不准堆放无用杂物和易燃易爆品，室内要保持干净

整洁，通风要好，通道要畅通。 

（八）实训室按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常

识，并会使用灭火器材。 

（九）实训指导教师要如实记录实训过程中相关的内容，并对人

为损坏或丢失的仪表设备作出赔偿处理决定。 

 

  



                                    

 

电气控制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

导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

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戴绝缘鞋与工作服。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物，

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进入实训室后，首先认真检查元器件的好坏并填写《实训

室设备使用情况表》。 

（六）系统所配计算机为编程培训专用，不得玩游戏、上网聊天

等，严禁任何人擅自安装或拷贝软件、数据，不得设定密码，不得用

不安全的移动硬盘和软件进行操作，一经发现，视情节轻重给予一定

的处罚。 

（七）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设备，爱护公共

财物，设备所用连接导线（软线）不允许随便乱剪。 

（八）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九）实训过程中必须规范使用 PLC、各传感器、电动机以及变

频器等设备，连接导线需按照实训指导书要求进行。如有人故意损坏

或未经允许将实训室设备、仪器带出实训室，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的处罚。 

（十）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应对自己使用的设备负责，若课后发

现设备因人为原因不能正常运行或有损坏、丢失现象，将直接追究当

事人的责任。 

（十一）对违反实训室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而造成设备故障或损

坏的，视情节轻重和认识程度，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机械装配实训室管理制度 

（一）在进行实训教学前，教师需根据安全操作规程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学生认真学习学生守则及安全操作规程，并在实训过程中

严格遵守。 

（二）实训指导教师在学生进入实训室之前，要进行设备、设施

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修复整改，确保学生实训安全。 

（三）实训指导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学生实训秩序,不准学生在

实训室打逗或来回乱窜。 

（四）学生实训时严格按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实践

操作。 

（五）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巡查学生实训情况，

发现学生违纪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按照学校规章制度

处理。 

（六）实训室设备要建立设备档案及设备检查、维修档案，建立

设备检查检修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七）实训室不准堆放无用杂物和易燃易爆品，室内要保持干净

整洁，通风良好。 

（八）实训室按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常

识，能熟练使用灭火器材。 

 

  



                                    

 

机械装配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

导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

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工作服，女同学须佩戴安全帽。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整洁，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

物，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指导教师管理，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六）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设备，爱护公共

财物。 

 

  



                                    

 

数控加工实训室管理制度 

（一）在进行实训教学前，教师需根据安全操作规程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学生认真学习学生守则及安全操作规程，并在实训过程中

严格遵守。 

（二）实训指导教师在学生进入实训室之前，要进行设备、设施

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整改修复，确保学生实训安全。 

（三）实训指导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学生实训秩序,不准学生在

实训室打逗或来回乱窜。 

（四）学生实训时要严格按照指导教师要求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

实践操作。 

（五）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巡查学生实训情况，

发现学生违纪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按照学校规章制度

处理。 

（六）实训室设备要建立设备档案及设备检查、维修档案，建立

设备检查检修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七）实训室不准堆放无用杂物和易燃易爆品，室内要保持干净

整洁，通风良好。 

（八）实训室按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常

识，能熟练使用灭火器材。 

 

  



                                    

 

数控加工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导

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设备

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工作服，女同学须佩戴安全帽。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整洁，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

物，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指导教师管理，禁止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五）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一旦发现设备或仪器等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六）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设备，爱护公共

财物。 

 

  



                                    

 

数控机床安全操作规程 

（一）实训前要求 

1.必须熟悉所使用数控机床的结构、原理、性能、操作方法及数

控机床的加工范围。 

2.严格按照数控机床的说明书对数控机床进行操作与维护。熟练

掌握紧急停机处理、进给保持、超程界限及各类报警信号的处理方法。 

3.必须熟悉数控机床程序编制的全部指令和规定要求，会编程直

线和圆弧组成的一般零件图的数控加工程序。 

4.开机前，检查数控机床的各种安全防护装置、安全联锁装置、

气压装置、液压装置、油面装置、水冷装置，并检查数控机床的周围，

待一切正常后，才能起动数控机床。 

（二）实训中要求 

1.要按操作程序进行检查，慢速、空载开动数控机床 3—5 分钟，

检查润滑、主轴、导轨、刀库等均应正常工作，发现异常情况，立即

停机检查、修理。 

2.每次加工工件前，必须用“走空刀”的方式走完全部程序，确定

无误后，才允许正式加工工件。 

3.必要时，可通过画出刀尖运动轨迹的方法，来审核加工程序正

确与否。 

4.被加工工件必须装夹牢固，装夹、取下、测量工件，必须待刀

具或主轴停止旋转后才能进行。 

5.加工中应严守岗位，随时观察数控机床，发现问题应立即停机，

保护现场，通知实训指导教师及时处理。 

6.工具、量具应整齐地存放在规定地点，床身上、工件加工区内

不得放置工具及其它杂物，不准脚踏导轨、工作台面、防护罩等。 

7.工件加工完后，严格按规定顺序关闭相应开关及总电源。中途

停电时，须过 3 分钟以上，才允许再送电。 

（三）实训后要求 

1.按数控机床机械部分“一级保养”的要求，擦拭数控机床，加注

润滑油。每周末进行 2—3 小时的数控机床保养工作。 

2.清扫实训现场，关闭电源开关，做好交班工作。 



                                    

 

机电仿真实训室学生守则 

（一）学生实训课前应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实训教材和实训指

导书，明确实训目的、实训内容、操作要求和操作步骤，熟悉所用程

序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学生需遵守实训室有关管理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课。

服从指导教师安排，提前 5 分钟到实训室门口集合，进入实训室必须

穿工作服。 

（三）进入实训室需将手机和水杯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接打手机。

保持卫生，不得将食品等物品带进实训室，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杂物，

不进行与实训无关的一切活动。 

（四）未经允许，学生不准私自携带任何移动储存设备进入实训

室，严防计算机病毒进入实训室。 

（五）上机对号入座，座位固定后，不能随意更换 

（六）遵守课堂纪律，自觉服从管理，不吸烟，不得大声喧哗和

追逐打闹，未经允许不准离开工位，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七）实训期间，确保人身和计算机安全，一旦发现计算机出现

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做主或隐瞒不报。 

（八）实训过程中不得擅自动用与本实训无关的计算机，不得野

蛮操作，爱护公共财物，禁止私自拆卸计算机和将计算机配件带出实

训室。 

（九）必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密码口令，不准乱设口

令和修改配置参数，不准删除系统文件，不得更改计算机设置。 

 

  



                                    

 

砂轮机安全操作规程 

（一）实训前要求 

1.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2.检查砂轮机防护罩、托架、接地、照明装置，确保其完好无损。 

3.启动抽风装置。 

（二）实训中要求 

1.更换砂轮时，应检查砂轮，严禁使用有裂纹等缺陷的砂轮，砂

轮必须有合格证，并应经过超速试验，砂轮使用的最高工作速度不准

超过砂轮机上规定的速度。 

2.砂轮两边应垫上合格的软垫片，砂轮夹板直径应大于砂轮直径

的 1/3。紧固砂轮时，锁紧力应合适。 

3.砂轮机应安装坚固的防护罩。新砂轮磨削前，应试运转 3~5min；

试运转时，操作者应站在砂轮机侧面。 

4.砂轮机的托架应可调，托架与砂轮之间最大间隙不得超过 3mm；

调整托架应在砂轮停止旋转后进行，托架调整后，应紧固。 

5.砂轮磨损尺寸超过极限后，应及时更换；更换的砂轮种类应符

合被磨削工件的材质要求。不准在磨削钢铁材料（黑色金属）的砂轮

上，磨削非铁金属（有色金属）等软质材料的工件。 

6.禁止在砂轮上磨削过重、过大、过长的工件，以防止握持不稳，

导致砂轮破碎。弯曲较大的工件应校正后，才能磨削。 

7.磨削时，实训学生应站在砂轮侧面，工件应拿稳，工件不得在

砂轮上跳动。 

8.一个砂轮机上不得同时有两个人进行磨削。 

（三）实训后要求 

1.关闭砂轮机、抽风机的电源。 

2.清扫实训现场，做好交班工作。 

 

  



                                    

 

钳工安全操作规程 

（一）实训前要求 

1.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2.检查实训必须的工具、量具、机械设备，确保完好无损。 

3.清理现场杂物，保持良好的实训环境。 

（二）实训中要求 

1.使用钻床时，不准戴手套；工件钻孔时，要用夹具夹牢；禁止

手持工件进行钻孔。 

2.使用手持砂轮机时，应戴防护眼镜，砂轮正面不得站人。 

3.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时，应根据实习场所不同，采用不同种类的

电动工具和辅助绝缘工具。无论使用哪种电动工具，都应由维修电工

接线试验认可后，才能使用。 

4.如缺少相应的辅助绝缘工具，则应采取其它防止触电措施，如：

穿戴好绝缘鞋、手套，在进线中装上触电保护器，以及人员严格监护

等。 

5.台虎钳应牢固地装在钳工台上，夹持较长工件时，没有夹持的

一端必须用支架支牢。夹紧工件时，禁止敲打台虎钳手柄。 

6.禁止使用无木柄或木柄松动的锉刀，锉刀不允许做锤子或撬棍

使用，锉屑不可用嘴吹或用手擦，必须用刷子清除。 

7.锤子木柄应坚实无裂纹，钢质锤子淬火不能太硬（30-50HRC）；

锤子卷边、起毛刺时，应打磨掉再使用；锤子的木柄应装牢固。 

8.錾子尾端不能太硬（錾子不能用整体淬火材料制作）。錾子尾端

出现飞边、毛刺时，应修磨后使用。 

9.使用錾子錾削工件时，禁止对面站人；如对面有人操作，应在

前方装设屏障或挡板。 

11.使用刮刀时，不可用力过猛，姿势应得当，防止失去重心后碰

伤；使用三角刮刀时，不可用手拿工件直接刮削。 

12.螺钉旋具口应刃磨得当，不得将螺钉预紧力很大的工件拿在

手上用螺钉旋具松紧螺钉，以防打滑，戳伤手指。 

13.使用锯弓锯削工件时，必须把工件夹紧；锯条安装应松紧适中，

当工件快锯断时，不可用力过大，并防止没有被夹持端的工件掉下，



                                    

 

砸伤操作者的足部。 

14.所使用扳手的开口应和螺母尺寸大小相符，不允许使用加长

扳手。使用扳手时，必须注意可能碰到的障碍物，防止碰伤操作者的

手部。 

（三）实训后要求 

1.认真维护所用机械设备，关闭设备电源。 

2.整理实训工具、量具，摆放整齐；清扫实训现场，做好交班工

作。 

                                                                                                                                                                                                                                                                                                                                                                                                                                                                                                                                                                                                                                                                                                                                                                                                                                                                                                                                                            

  



                                    

 

3.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实训室建设 

（1）基础实训室 4 间：（为强化学生动手能力，我们将电子焊实

训室、钳工车间前置到相关专业学生的第一学期即开设。） 

电子焊接实训室 2 间。（每间 30 工位，每工位配备 1 台数字示波

器、1 台恒温焊台及维修工具） 

  

 

钳工车间 2 间。（每间 40 工位，配备安全防护网，台虎钳，全套

钳工工具） 

  

 

    （2）专业实训室 9 间。（完成专业课程教学所配备的实验实训室，

包括电子技术原理实验室、电工实训室、PLC 实训室、数控加工实训



                                    

 

室、机械装调整实训室） 

电子技术原理实验室 2 间。（每间 10 套实验装置，20 工位，主

要进行电子技术基础原理的观察和验证）     

  

电工实训室 2 间。（每间 12 套设备，24 工位，可以完成照明、行

程控制、继电器控制、电动机控制等实操练习） 

  

PLC 可编程控制器实训室 2 间。（每间 12 套设备，24 工位，可

以完成交通灯、5 层电梯、温度、水位、行程等控制操作练习） 



                                    

 

  

数控加工实训室 2 间。（共包括 6 台数控车床、2 台数控铣床和 2

台 12 刀位的加工中心） 

  

机械装调实训室 1 间。（共包括 4 套综合机械装调设备） 

  

（3）机电综合实训室 1 间。（为进一步强化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的能力，购置了电气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安装与维修、单片机

控制与调试、网络综合布线等四套综合实训技能考核装置） 



                                    

 

  

  

（4）机械综合实训室 1 间。（购置 2 套液压与气压综合实训考核

装置，用于机械安装与可编程控制综合实训） 

  

 

 

  



                                    

 

四、教科研成果 

1. 机电专业数字化资源库 

 

 

 



                                    

 

 

 

 

  



                                    

 

2.校本教材和实训手册 

  

  



                                    

 

 

 

  



                                    

 

  

  



                                    

 

  

  



                                    

 

  

  



                                    

 

  

  



                                    

 

  

 
 



                                    

 

  

 

 



                                    

 

  

  



                                    

 

  

  

 



                                    

 

3.学生省、市级技能竞赛获奖统计表 

表 1  甘肃省技能竞赛获奖统计表 

序

号 
级别 姓名 

性

别 
竞赛项目 

奖项等

级 

1  

 

2017 级 

马枭和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2  李程程 男 

3  刘强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4  杨博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5  石福飞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6  张桀睿 男 

网络布线 三等奖 7  聂祥 男 

8  张鹏飞 男 

9  高斌宏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10  甘相伟 男 

11  

2018 级 

张临通 男 钳工 三等奖 

12  杨傅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13  俞博文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14  瓦正林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15  戴伟杰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16  张武强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17  

2019 级 

杨  傅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18  俞博文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19  瓦正林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20  戴伟杰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21  张武强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22  

2020 级 

邓伟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23  陈浩斌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24  潘建伟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25  许力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26  董志强 男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三等奖 

27  张转军 男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三等奖 

28  杨旺泽 男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三等奖 

29  

2021 级 

刘子硕 男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二等奖 

30  张玉琦 男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二等奖 

31  祁小国 男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三等奖 

32  曹发亮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33  吴建山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表 2  兰州市技能竞赛获奖统计表 

序

号 
级别 姓名 

性

别 
竞赛项目 

奖项等

级 

1  

2017 级 

康明东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2  杜瑞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3  何江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4  王金刚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5  杨富海 男 数控车加工技术 二等奖 

6  李莫磊 男 电子产品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7  陈昱 男 机械装配技术 三等奖 

8  康熙泰 男 数控车加工技术 三等奖 

9  马彪 男 服装模特 三等奖 

10  钱文浩 男 网络综合布线 三等奖 

11  吴昊泽 男 网络综合布线 三等奖 

12  徐世魁 男 网络综合布线 三等奖 

13  杨喜军 男 机械装配技术 三等奖 

14  张龙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三等奖 

15  

2018 级 

瓦正林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16  戴伟杰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17  张武强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18  牟先磊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19  杨  傅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20  俞博文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21  曹  刚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2  马青山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3  陈  昱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4  岳  华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5  火尊霄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6  杨中旭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7  廖敏源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28  王  锟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二等奖 

29  庄鹏飞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二等奖 

30  丁嘉伟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二等奖 

31  魏孔林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二等奖 

32  祁晓涛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33  陈顺利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34  王自阳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35  胡文菖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36  杨喜军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三等奖 

37  王  喆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三等奖 

38  高文韬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39  杨  海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40   瓦正林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41   

 

 

 

 

 

 

 

 

 

 

2019 级 

戴伟杰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42  张武强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43  牟先磊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44  杨  傅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45  俞博文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46  曹  刚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47  马青山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48  陈  昱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49  岳  华 男 机电一体化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50  火尊霄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51  杨中旭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52  廖敏源 男 单片机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53  王  锟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二等奖 

54  庄鹏飞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二等奖 

55  丁嘉伟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二等奖 

56  魏孔林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二等奖 

57  祁晓涛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58  陈顺利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59  王自阳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60  胡文菖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61  杨喜军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三等奖 

62  王  喆 男 机械装配技术 （装配钳工） 三等奖 

63  高文韬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64  杨  海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三等奖 

65  

2021 级 

张治学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一等奖 

66  施天阳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67  张兆明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一等奖 

68  王文斌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一等奖 

69  吴建山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70  曹发亮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一等奖 

71  张玉琦 男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72  杨天顺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73  王帅杰 男 电气安装与维修 二等奖 

74  温海强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二等奖 

75  鲍江涛 男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二等奖 

76  张铁林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77  刘子硕 男 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78  杨吉山 男 装配钳工技术 三等奖 

 

 



                                    

 

4.学生升学情况统计表 

序

号 
级别 姓名 

性

别 
录取院校 录取专业 

1  

2018年 

杨博 男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计算机技术应用 

2  张临通 男 天津机电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3  王万珊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装备 

4  刘国庆 男 武威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网络 

5  朱克军 男 甘肃天水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 

6  包国栋 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 

7  左国龙 男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8  王隆文 男 天津职业大学 汽车应用与维修 

9  刘强 男 天津市职业大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  姚冠宇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  陈晓蓉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印刷出版工程 

12  马枭和 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3  牛泽阳 男 天津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14  

2019年 

李程程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15  石福飞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6  朱文涛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17  王通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8  周亚刚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  王金刚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煤化工 

20  王子牛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 

21  王明强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22  崔小龙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23  宗凯 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4  刘育源 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25  张文栋 男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 

26  徐小亭 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 

27  陈晓娣 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供用电技术 

28  李调调 男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 

29  贾琦 男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工程技术 

30  张晓弘 男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有色冶金技术 

31  张旭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32  孔维东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33  刘泫麟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4  毛文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 

35  董志超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6  张龙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物联网技术 

37  霍春辉 男 甘肃省财贸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38   贺文博 男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9   

 

 

 

 

 

 

 

 

 

2020年 

杨旭刚 男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 

40  郑绍伟 男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41  张富山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42  张崇圣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43  张焕荥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44  曹刚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45  陈顺利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46  胡文菖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47  廖敏源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48  马青山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49  王自阳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  杨傅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51  杨海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 

52  杨中旭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3  俞博文 男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电气自动化 

54  李兴海 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 

55  尹瑞峰 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 

56  张志伟 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57  丁嘉伟 男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工业机器人 

58  董彪 男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9  王锟 男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60  王喆 男 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61  陈昱 男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62  高文韬 男 天津渤海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63  

2021年 

许力 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机电设备技术 

64  董志强 男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65  杨辉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66  盛源 男 武威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67  陈浩斌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68  宋天瑞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69  王兴星 男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 

70  火璞三 男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71  廖俊杰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72  郑梓煜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73  张转军 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印刷媒体技术 

74  梁延源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75  肖丁山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76  季生全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77  杨勤源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78  杨旺泽 男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79  李云山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80  张泽飞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81  董虎 男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82  史顺喜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83  

 

魏江艳 女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84  李博锋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85  武泽秦 男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86  尚克鹏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焊接技术 

87  张上富 男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88  任续红 男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焊接技术 

89  蔡鑫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90  芦德良 男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监测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