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观测点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指标 自评综述
自评

分

1
一、功能定

位（5分）

省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要适应实践教学需要，探

索“引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一体”等

模式，建设校企共同投入、集教学、培训、职

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

载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优先支持战略性“

双十”产业集群、“粤菜师傅”“南粤家政”

、乡村振兴等领域基地。

精准对接广东省战略性“双十”产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和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引进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探索“

校企混合所有制”模式，依托基地，校企获批共建广东省智能制

造公共技术支撑平台“机器人抛光打磨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广

东省教育厅产教融合重点平台“智能机器人产教融合中心”，取

得多项省级科技成果鉴定等科研成果，打造成集教学、培训、职

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面向中山及

周边区域培养机器人产业所需的高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

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服务。

5

2

1.实训场所（6分）。布局科学合理，与现代

企业生产服务场景相接近，符合相关建设标

准，无安全隐患；基地使用面积，理工类实训

基地不低于500平方米；实训工位数不低于50

个。

基地布局科学合理，基地主体按自动化生产车间标准设计，安全

线符合要求， 实训材料、工具独立仓库存放，设备摆放位置、间

距符合相关建设标准，无安全隐患；基地使用面积约1210平方

米，实训工位数达112个。

6

3

2.实训设备（12分）。（1）配置合理，种类

齐全，数量充足；（3分）（2）及时更新设

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设备和技术水平保

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并且

要有一定的超前性；（3分）（3）设备能够满

足基本技能训练、专项技能轮岗训练、综合能

力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的需要，满足开展职业

培训、技能鉴定和技能竞赛的需要，满足教师

为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需要；（3分）

（4）生均实训设备总值，理工类实训基地不

少于4000元/生。（3分）

（1）实训基地拥有设备13种（400余台套），共112个工位；

（2）近三个学年，经过校级立项，对实训室进行扩建，购买了12

套PLC实训模块，与企业共建具有柔性制造单元的自动化加工生产

线其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

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发展提供一定的超前性；（3）地设备种类齐全

、数量充足，能够满足教师为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需要；

（4）基地设备总值为2500余万元，每年在基地实训的学生约

1200 人，生均约 2万元。

12

4

3.经费投入（7分）。（1）基地经费投入有保

证，设备维护、材料损耗经费补充有保障；

（3分）（2）最近三个学年（2018-2019学年

、2019-2020学年和2020-2021学年，下同）

每个学年每学期生均实（验）训耗材支出，理

工类实训基地不少于120元/生。（4分）

（1）每年从学校申请 50 万-100 万元不等的实训室建设资金对

本中心进行扩建、改建。学院每年有设备维护专项资金约50万

（来自合作办学协议中，企业返还10%的学费用于专业建设）；

（2）根据学校生均生均实训耗材支出制度规定，基地耗材支出超

过 150 元/生。

7

5

1.实训指导教师（7分）。（1）实训基地实训

指导教师不少于15人（其中行业企业兼职不少

于5人）（3分）。（2）实训指导教师中，专

任教师均符合“双师型”要求，具有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或高级工及以上的不少于70%。（4

分）

（1）基地实训指导老师22人，其中企业兼职9人；（2）专任教师

均符合“双师型”要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及以上

的占1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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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人员（3分）。配专兼职管理人员，其

中专职管理人员不低于管理人员总数20%，均

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

技术职务。

基地共有管理人员2人，其中专职管理人员1人，均具有技师以上

职业资格或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技术职务
3

7

1.以职业岗位群和专业技术领域要求为重点，

以实训中心项目建设为引导，推动有关专业积

极探索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有利于增强学生

实践动手能力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

（10分）

依托基地，推进机器人应用技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和工业

机器人技术专业项目引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与

实践；通过将教学内容与企业真实项目相结合，利于增强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基地以职业岗位群和专业技术领域要求为重点，以

企业真实项目为引导，配套最先进设备，传授最新技术，推动有

关专业积极探索任务驱动，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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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教学资源丰富，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实

训教材体现职业标准，反映新技术、新工艺；

建有与实训内容相配套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

（5分）

选购的教材体现职业标准，反映新技术、新工艺。图书资源丰

富，学校图书馆存与基地实训内容相关的图书1000 余册。开发与

实训教学配套的网络课程《数控编程与加工》、《工业机器人操

作与编程》、《电工电子》、《3D结构设计与CAD工程图》等。

4

二、实践教

学条件（25

分）

三、师资队

伍（10分）

四、实践教

学（15分）

自评表

序号 一级指标
自评情况



主要观测点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指标 自评综述
自评

分

序号 一级指标
自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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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投入体制，探索“校中厂”、“厂中校

”，吸引行业、企业共同投入、共同建设，实

现建设主体多元化、筹资渠道多样化。（3

分）

基地由校企共同投入，建设成果共同分享。基地依托的《智能车

间实训室》项目，巨轮智能投入2000万元，学校提供场地和配套

资金共同建设。基地聚焦智能制造产业，探索“校中厂”，企校

共同建高水平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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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了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行业企业建

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合作关系并开展全面、深

入的合作。（3分）

与巨轮智能签订10年的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分期投入专项资金用

于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依托基地与巨轮

（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聚享机器人（中山）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合作协议。

3

11
3.基地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清晰，管

理规范有序，经费专款专用。（4分）

基地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清晰，管理规范有序， 制定了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理工职业学

院实训室上课教师职责》、《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实习实训安全

管理制度》、《工业机器人实训室学生守则》、《学生整周实训

指导教师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等多个实训管理制度。每年学校按时下发

实训经费，专款专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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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实训（6分）：（1）最近三个学年每个

学年开展学生实训项目不少于10个（3分）；

（2）最近三个学年每个学年实训基地承担学

生实训不少于2500人日。（3分）

（1）最近三个学年，基地每学年开展学生实训项目11项；（2）

基地2018学年承担的实训人日数为6292，2019学年承担的实训人

日数为7120，2020学年承担的实训人日数为9232，每年都远超

5000人日。

6

13

2.技能竞赛（4分）：最近三个学年每个学年

举办各级各类技能竞赛项目，实训基地不少于

2个。

依托基地，近三年累计举办各级各类技能竞赛项目11项，其中每

年举办院级“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智能制造系统规划仿

真”竞赛；2018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无人机应用创新技能大赛预

赛；2019年和2020年，依托基地承办“中山市职业（技工）院校

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赛项和“无人机技

术应用”赛项。

4

14

3.职业培训和鉴定（6分）：（1）最近三个学

年每个学年开展非学历培训项目，实训基地不

少于2个；（3分）（2）最近三个学年每个学

年培训人次不少于全日制在校生人数；或建有

相关专业（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点，每个学年承担技能鉴

定，实训基地不少于50人。（3分）

（1）基地每年以选修课或兴趣班的形式开展非学历培训项目5

项，主要包括有“PLC技术兴趣班”、“工业机器人编程”、“数

控技能兴趣班”、“指尖陀螺产线培训”、“三维建模技能培训

”等。（2）依托本基地，联合广州数控、巨轮智能等企业，合作

共研“工业机器人系统规划与装调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

准，并通过广东省人社厅备案，纳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范围

。

4

15

4.技术服务（9分）：（1）与行业企业建设应

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技术服务平台等；（3

分）（2）最近三个学年每个学年承接横向课

题数，实训基地不少于2项/年；（3分）（3）

最近三个学年每个学年平均每年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培训等收入，理工类实训

基地不低于20万元/年（3分）

（1）2018年，基地与巨轮智能获批广东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

平台“机器人抛光打磨公共技术支撑平台”，2020年获批立项广

东省教育厅产教融合重点平台“智能机器人产教融合中心”；

（2）近三个学年依托基地承接横向课题11项；（3）近三个学年

承担技术服务收入合计有63万元

9

16

七、建设成

果和贡献

（10分）

提供基地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主要

贡献及典型案例。由专家进行综合评价。（10

分）

（1）培养学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近三个学年共获得各类奖项12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3项，省级一等奖2项；

（2）联合广州数控、巨轮智能等企业研制“工业机器人系统规划

与装调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并通过广东省人社厅备

案，纳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范围，成为省教育系统仅有的2个

入选标准之一；

（3）与巨轮智能联合攻关的“ODG-1500 4X高速雕铣加工中心”

项目、“机器人打磨抛光工作站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工业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智能制造集成装备技术研究与应用”通过省

级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机器人打磨抛光

工作站”实现打磨单元的快速配置，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经省

级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为该行业新产品。累计获得发明专利16项、

实用新型专利54项、软件著作2项、外观专利1项；

（4）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依托本基地取得的校企合作成果，巨

轮智能和广州数控2020年被评为广东省层面负责建设培育产教融

合型企业，2021年 7年广州数控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10

97

五、运行管

理（10分）

六、工作绩

效（25分）

自评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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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报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依托 2021

年6月学校立项建设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校内实践教学基地》（项

目编号：2021A003）和 2017 年学校立项建设的《智能车间实训室》

项目（见佐证材料 1）建设，经自评达到高职教育省级实践教学示

范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标准。 

一、功能定位 

（一）产业对接情况 

基地所依托的工业机器技术专业群符合学校以工科为主、主动

适应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办学定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对接广东省重点发展的机器人产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对接广

东省战略性“双十”产业集群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智能机

器人产业集群（见佐证材料 2），面向中山及周边区域培养机器人产

业所需的高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服务。 

（二）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 

为适应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实践教学的需要，自 2017 年起，

引进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巨轮智能）探索“校企

混合所有制”模式。巨轮智能累计投入 2000 万元，学校提供场地和

配套资金共同建设《智能车间实训室》（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21

年立项为校级实践教学基地。依托该基地，机器人学院与巨轮智能

获批共建广东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平台“机器人抛光打磨公共

技术支撑平台”、广东省教育厅产教融合重点平台“智能机器人产教

融合中心”（见佐证材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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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以适应实践教学需要为出发点，经过学校多次立项建设，

不断升级改造，集中建设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

为一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

的载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 

基地承担教学任务，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基地承担教学任务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1 工业机器人拆装与测绘实训 实训 

2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理实一体 

3 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技术 课内实训 

4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应用技术实训 实训 

5 传感器技术 课内实训 

6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实训 

7 数控编程与加工 课内实训 

8 PLC技术与应用 课内实训 

9 工业机器人装调与维护 理实一体 

9 工业机器人装调与维护 理实一体 

10 电气控制系统实训 实训 

11 电工基础与实训 实训 

 

机器人学院已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签订“职业技能认定合作

协议书”，基地为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开展的

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职业工种的技能鉴定提供训练（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已获批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

案，其备案号为 S000044003017）。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已聘请

广州数控的工程师梁楚亮作为外聘教师进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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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证导论》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报考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技

能鉴定做训练（见佐证材料 3）。 

依托本基地，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攻关的“ODG 

-1500 4X 高速雕铣加工中心”项目、“机器人打磨抛光工作站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 、“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智能制造集成装备技

术研究与应用” 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机器

人打磨抛光工作站实现打磨单元的快速配置，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

白,经省级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为该行业新产品。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 4项，获得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 3

项，获科研项目 8 项，获教研项目 7项，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

专利 54 项、软件著作 2 项、外观专利 1 项（见佐证材料 4）。 

二、实践教学条件 

（一）实训场所 

1.布局科学合理，无安全隐患。基地主体按自动化生产车间标

准设计，地面进行了硬化处理，安全线符合要求， 实训材料、工具

独立仓库存放，设备摆放位置、间距符合相关建设标准。指尖陀螺

智能生产线和机器人拆装区都有安全防护围栏，空压机系统安装在

室外（见佐证材料 5）。 

2.基地依托《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主要包

括工业机器人多功能实训室、机器人人工智能视觉检测实训室、工

业机器人虚实一体实训室、CAD 实训室、PLC 与自动控制技术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控制实训室，使用面积约 1210 平方米（见佐证材料 6）。 

3.基地实训工位数共 112 个（见佐证材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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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地工位数一览表 

序号 设备及数量 工位数 

1 1 台工业机器人抛光打磨工作站 2 

2 1 台机器人自动化喷涂工作站 2 

3 1 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工作站 2 

4 8 台机器人拆装工作站 16 

5 1 台运动控制工作站 2 

6 2 台数控加工中心 4 

7 1 台三坐标测量仪 2 

8 一台注塑机 2 

9 12 台 PLC 实训装置 24 

10 1 套工业机器人虚实一体实训平台 4 

11 16 套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平台 32 

12 
1 套指尖陀螺智能生产线（数控车床 1 台

和加工中心 2 台） 
12 

13 6 台智能机器人视觉教学平台 12 

合计 112 

（二）实训设备 

1.基地实训设备配置合理。由表 2 可知，实训基地拥有设备 13

种，共 112 个工位，种类齐全，数量充足（见佐证材料 7） 

2.近三个学年，持续对基地设备进行了更新，设备的技术含量

高。经过校级立项，对实训室进行扩建，购买了 12 套 PLC 实训模块，

与企业共建具有柔性制造单元的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其设备和技术水

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发

展提供一定的超前性（见佐证材料 8）。 

（3）基地设备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先进设备数量多、技术含

量高，且均为生产性设备，引进企业真实项目（指尖陀螺智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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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自动化喷涂工作站、自动化焊接工作站等），配套最先进设备，

传授最新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合作企业派出

项目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与学校专任教师组建“双导师教学团队”，共

同承担《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应用技术

实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PLC 技术与应用》等实践

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基于企

业工作环境，统一着装、分组分工、职责划分，全面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能够满足开展职业培训和技能竞赛（承办中山市第二十一

届、第二十二届职业（技工）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比赛，并参赛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的需要，

能够满足教师为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需要（见佐证材料 9）。 

（4）基地设备总值为 2500 余万元，每年在基地实训的各专业

学生合计约 1200 人，生均约 2 万元（见佐证材料 10）。 

（三）经费投入 

基地经费投入有保证，设备维护、材料损耗经费补充有保障。

每年均能从学校实训建设专项资金中申请 50 万-100 万元不等的

实训室建设资金对本中心进行扩建、改建。另外学院每年有设备维

护专项资金约 50 万（来自合作办学协议中，企业返还 10%的学费用

于专业建设），能够实现对设备的及时维护。材料损耗经费补充由学

校生均实（验）训耗材支出制度保障。根据学校生均生均实训耗材

支出制度规定，基地耗材支出超过 150 元/生.年(见佐证材料11) 。 

三、师资队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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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指导教师 

基地共有实训指导老师22人，其中企业兼职实训指导老师9人。

专任教师均符合“双师型”要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工

及以上的占 100%，详见表 3（见佐证材料 12）。 

表 3 实训指导教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职/兼职 

1 吴立华 高级工程师 博士 专职 

2 乐有树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专职 

3 朱强 副教授 博士 专职 

4 张宇 讲师 博士 专职 

5 张冰洁 讲师 硕士 专职 

6 康国坡 工程师 硕士 专职 

7 黄芳艳 工程师 硕士 专职 

8 林钦彬 高级技师 大专 专职 

9 李权 教授级高工 本科 专职 

10 姜金亚 工程师 硕士 专职 

11 黎崇亮 工程师 硕士 专职 

12 李达人 高级工程师 博士 兼职 

13 王阳 高级工程师 硕士 兼职 

14 洪福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企业兼职 

15 孟超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企业兼职 

16 庞坚毅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企业兼职 

17 毕辉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企业兼职 

18 黄佳禄 工程师 本科 企业兼职 

19 林铎佳 工程师 本科 企业兼职 

20 卢海裕 高级技师 本科 企业兼职 

21 余培敏 高级技师 本科 企业兼职 

22 李佳扬 高级技师 本科 企业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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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人员 

基地共有管理人员 2 人，其中专职管理人员 1 人，均具有技师

以上职业资格或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技术职务（见佐证材料 13）如

表 4 所示。 

表 4  实训基地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称/职业资格 学历 专职/兼职 

1 姜金亚 工程师 硕士 兼职 

2 林钦彬 高级技师 大专 专职 

 

四、实践教学情况 

（一）教学做一体化改革 

基地的实践教学进行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基地的实

训指导老师积极申报项目导向方面的教改课题。如吴立华老师申报

的《机器人应用技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朱强老师申报的《工

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项目引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与

实践》等。 

基地按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要求配置场地，即在基地安排了教学

用的教室，该教室配有 45 个座位，一套多媒体教学设备，能很好地

满足理论教学要求。 

基地以职业岗位群和专业技术领域要求为重点，以企业真实项

目（指尖陀螺智能生产线、智能制造切削加工单元、迎宾舞狮机器

人等）为引导，配套最先进设备，传授最新技术，推动有关专业积

极探索任务驱动，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合作企业派

出项目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与学校专任教师组建“双导师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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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应用技

术实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工业机器人拆装与测

绘》等实践类课程教学。通过将教学内容与企业真实项目相结合，

利于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见佐证材料 14）。 

（二）实践教学资源丰富，满足实践教学需要 

聚焦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新技术，携手相关领域高新企业，对应

机器人产业链中的“上游（零部件）、中游（机器人装调）、下游（系

统集成）、客户端（应用领域）”四个环节，仿照企业实际项目生产

流程，打造智能制造行业共享型“智能工厂实训中心”。利用数字孪

生技术开发虚实结合的工业应用场景，设计梯级的模块化项目，学

生通过选择工业应用项目，完成设计、加工、装调、集成和应用服

务等全流程工作任务，掌握对应课程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选购的教材力求体现职业标准，反映新技术、新工艺。图书资

源丰富，学校图书馆存与基地实训内容相关的图书 1000 余册。另外

开发与实训教学配套的网络课程《数控编程与加工》、《工业机器人

操作与编程》、《电工电子》、《3D 结构设计与 CAD 工程图》（见佐证

材料 15）。 

五、运行管理情况 

（一）创新投入体制 

基地由校企共同投入，建设成果共同分享。基地依托的《智能

车间实训室》项目（见佐证材料 1），巨轮智能投入 2000 万元，学

校提供场地和配套资金共同建设。基地聚焦智能制造产业，探索“校

中厂”，企校共同建高水平智能制造示范基地（见佐证材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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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学校与巨轮智能签订了为期 10年的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分期投

入专项资金用于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见佐

证材料 16）。 

依托基地，与巨轮智能开展在岗职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校

企双方共同负责课程体系开发、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组织管理评价

等;充分利用职教高考等政策，探索校企联合招生招工的实现方式，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和专业特点，积极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 

依托基地，工业机器技术专业与巨轮（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聚享机器人（中山）有限公

司等企业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年接待实

习实训学生人数约 1200 人次，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提供专业

认知学习、专业技能训练、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条件（见佐证材料

17）。 

（三）管理制度健全 

基地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清晰，管理规范有序， 制定

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实训室上课教师职责》、《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制

度》、《工业机器人实训室学生守则》、《学生整周实训指导教师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等多个实训管理制度。每年学校按时下发实训经费，专款专用（见

佐证材料 18）。 



10 
 

六、工作绩效 

（一）学生实训 

基地每年开展学生实训项目 11项（详见表 1），承担的实训课程

有工业机器人拆装与测绘实训、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技术、工业机

器人操作与编程等（见佐证材料 19）。基地 2018 学年承担的实训人

日数为 6292，2019 学年承担的实训人日数为 7120，2020 学年承担

的实训人日数为 9232，每年都远超 5000 人日，具体详见表 5、表 6

和表 7。 

表 5 2018 年基地承担学生整周实训情况 

实训项目 实训班级及人数 实训时间 实训人日数 

工业机器人

拆装与测绘

实训 

17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17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2 周（合 8天） 336 

17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17 工业机器人 4班（40 人） 2 周（合 8天） 320 

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应用

技术 

17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17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4班（40 人） 3 周（合 12 天） 480 

电气控制系

统实训 

17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17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4班（40 人） 3 周（合 12 天） 480 

17 机电一体化 1班 （45 人） 3 周（合 12 天） 540 

17 机电一体化 2班 （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合计 6292 

表 6 2019 年基地承担学生整周实训情况 

实训项目 实训班级及人数 实训时间 
实训人日

数 

工业机器人

拆装与测绘

实训 

18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18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2 周（合 8天） 336 

18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18 工业机器人 4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18 工业机器人 5班（41 人） 2 周（合 8天） 328 

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应用
18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8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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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18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8 工业机器人 4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8 工业机器人 5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80 

电气控制系

统实训 

18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8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18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8 工业机器人 4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80 

18 工业机器人 5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540 

18 机电一体化 1班 （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合计 7120 

表 7 2020 年基地承担学生整周实训情况 

实训项目 实训班级及人数 实训时间 实训人日数 

工业机器人

拆装与测绘

实训 

19 工业机器人 1班（46 人） 2 周（合 8天） 368 

19 工业机器人 2班（45 人） 2 周（合 8天） 360 

19 工业机器人 3班（48 人） 2 周（合 8天） 384 

19 工业机器人 4班（46 人） 2 周（合 8天） 368 

19 工业机器人 5班（45 人） 2 周（合 8天） 360 

工业机器人

工作站应用

技术 

19 工业机器人 1班（46 人） 3 周（合 12 天） 552 

19 工业机器人 2班（45 人） 3 周（合 12 天） 540 

19 工业机器人 3班（48 人） 3 周（合 12 天） 576 

19 工业机器人 4班（46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9 工业机器人 5班（45 人） 3 周（合 12 天） 552 

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综

合实训 

17 工业机器人 1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2班（42 人） 3 周（合 12 天） 504 

17 工业机器人 3班（41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7 工业机器人 4班（40 人） 3 周（合 12 天） 480 

电气控制系

统实训 

19 工业机器人 1班（46 人） 3 周（合 12 天） 552 

19 工业机器人 2班（45 人） 3 周（合 12 天） 540 

19 工业机器人 3班（48 人） 3 周（合 12 天） 576 

19 工业机器人 4班（46 人） 3 周（合 12 天） 492 

19 工业机器人 5班（45 人） 3 周（合 12 天） 552 

合计 9232 

（二）技能竞赛 

近三个学年，依托基地，累计举办各级各类技能竞赛项目 11项，

其中每年举办院级“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智能制造系统规划

仿真”竞赛；2018 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无人机应用创新技能大赛预

赛；2019 年和 2020 年，依托基地承办“中山市职业（技工）院校学

生技能大赛高职组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赛项和“无人机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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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赛项（见佐证材料 20）。 

（三）职业培训和鉴定 

近三个学年，基地每年以选修课或兴趣班的形式开展非学历培

训项目 5 项，主要包括有“PLC 技术兴趣班”、“工业机器人编程”、

“数控技能兴趣班”、“指尖陀螺产线培训”、“三维建模技能培训”

等。依托本基地，联合广州数控、巨轮智能等企业，合作共研“工

业机器人系统规划与装调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并通过广

东省人社厅备案，纳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范围，成为省教育系

统仅有的 2 个入选标准之一。该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的推广和应

用，将大幅提升我省机器人产业职工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培养质量（见佐证材料 21）。 

（四）技术服务 

1、协同创新中心和技术服务平台 

依托本基地，2018 年与巨轮智能获批广东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

支撑平台“机器人抛光打磨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共建了“智能制造

技术应用工程中心”；2020 年，依托本基地获批立项广东省教育厅产

教融合重点平台“智能机器人产教融合中心”（见佐证材料 22）。 

2、横向课题 

近三个学年，依托基地承接横向课题 11 项，详见如下表。 

表 5 依托基地承接的横向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合作单位 

1 智慧农业远程监测模块研制 陈越 
中山恒创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 

2 工业打印机规划与研制 陈越 
中山市变革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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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质自粘橡胶带自动定长收卷机研发 王阳,  广东邦达实业有公司 

4 
大容量耐高压一片式铝罐制备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应用 
李达人  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 

5 钢结构屋面清扫除锈啧涂机器人研究 王阳 
中山三工涂装工程有限公

司 

6 无定型混炼橡胶半成品切条机 王阳,  广东邦达实业有公司 

7 
承办《制图(识图)基础/橡胶模具》培

训 
王阳,  广东邦达实业有公司 

8 
粉末温轧-熔渗烧结成形制备 W20Cu 难

变形合金薄板关键技术研究 
李达人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9 
高精密电火花加工机床用低损耗钨铜

电极制备及其加工特性研究 
李达人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10 
难变形材料粉末温加工成形创新科研

团队建设 
李达人 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 

11 
具有混合驱动机制的模具智能制造车

间反应式调度方法 
吴立华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省计

算机集成制造重点实验开

放基金项目） 

3、技术服务收入 

基地近三个学年承担技术服务收入合计有 63 万元（见佐证材料

23）。其中与中山恒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智慧农业远程

监测模块研制”技术服务到账经费 3 万。与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

合作开展“大容量耐高压一片式铝罐制备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技术服务到账经费 60 万元。 

七、建设成果和贡献 

（一）人才培养 

依托本基地，学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近三个学年共获得各类

奖项 12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3 项，省级一等奖 2 项，详见表 9（见

佐证材料 24）。 

表 6 2018-2020 年学生技能比赛获奖 

序

号 
项目名称 时间 指导教师 

获奖名

称等级 
授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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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市地二十一届职业

（技工）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高职组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赛 

2020.03 康国坡 一等奖 
中山市教育

和体育局 

2 

中山市地二十一届职业

（技工）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高职组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赛 

2020.03 朱强 二等奖 
中山市教育

和体育局 

3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

用赛项(高职组) 

2019.06 吴立华、陈越 
省一等

奖 

广东省教育

厅 

4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低空无人机技能与应

用赛项(高职组) 

2019.06 黄芳艳、张宇 
省一等

奖 

广东省教育

厅 

5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赛项(高职组) 

2019.06 康国坡、朱强 
省三等

奖 

广东省教育

厅 

6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无

人机应用创新技能大赛 
2019.10 

黄芳艳、刘永

福 
二等奖 

全国航空工

业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

员会 

7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无

人机应用创新技能大赛 
2019.10 乐有树、陈越 三等奖 

全国航空工

业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

员会 

8 

2018 年“行学启源杯”

全国职业院校无人机应

用创新技能大赛 

2018.10 
吴立华、刘永

福 
三等奖 

全国航空工

业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

员会 

9 

2018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首届无人机应用

技能大赛（高校组） 

2018.09 
吴立华、黄芳

艳 
三等奖 

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

组委会 

10 

2018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首届无人机应用

技能大赛（高校组） 

2018.09 
刘永福、康国

坡 
优胜奖 

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

组委会 

11 
2018 挑战杯 

《智能剪草机》 
2018.05 

何镜奎 刘永

福 
铜奖 

共青团广东

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

厅等 

12 
2018 挑战杯 

《冲泡式自动售卖机》 
2018.05 

王阳 殷小清  

崔海燕 
铜奖 

共青团广东

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

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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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服务 

依托本基地，联合广州数控、巨轮智能等企业，合作研制“工

业机器人系统规划与装调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并通过广

东省人社厅备案，纳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范围，成为省教育系

统仅有的 2 个入选标准之一（见佐证材料 21）。 

依托本基地，与巨轮智能联合攻关的“ODG-1500 4X 高速雕铣加

工中心”项目、“机器人打磨抛光工作站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工

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智能制造集成装备技术研究与应用”通过省

级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机器人打磨抛光工作

站”实现打磨单元的快速配置，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经省级科学

技术成果鉴定为该行业新产品。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

专利 54 项、软件著作 2 项、外观专利 1 项（见佐证材料 4）。 

（三）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 

依托本基地取得的校企合作成果，巨轮智能和广州数控 2020 年

被评为广东省层面负责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2021 年 7 年广州

数控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见佐证材料 25）。 

 

 

 

                              项目负责人：乐有树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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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专家组认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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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部门与职务 职称 电话号码 

1 洪洲 
广州城市职

业学院 
教务处处长 教授 13926108597 

2 陈曦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资产与设备

管理处处长 
副教授 13825571131 

3 陈红杰 
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处

长 
教授 18026267301 

4 张雪峰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副处

长 
高级职称 13480239529 

5 王启祥 
广东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处

长 
教授 13533222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