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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石油化工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标准建设 

试点起止年月 2015 年 7 月——2018 年 6 月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天津和平区湖北路 10号 电子邮箱 
bohaijiaowu@126.c

om 

联系电话 02286848376 邮政编码 300040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生产

技术 
45 3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生产

技术 
45 3 

天津渤化石化有限公司 
精细化学品生

产技术 
45 3 

天津大沽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设备维修

技术 
45 3 

天津市化学工业学校 
工业分析与检

验 
45 3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左英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 年 2 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高级政工师/天津渤海化工集

团人劳部部长 

最终学历/学

位 
研究生/学士 

联系电话 13502067205 电子邮箱 bohaijiaowuchu@126.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芮福宏 男 1957.4 教授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策划人 

邹泽民 男 1964.5 高工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学徒制人才培养标

准 

桑红源 男 1974.2 
副教授 

/高工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培养框架 

孙立达 男 1973.7 高工 天津渤化石化有限公司 
岗位工作 

职业标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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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军 男 1965.1 高工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工作 

职业标准提出 

王蕾 女 1977.5 
副教授 

/高工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

术岗位能力分析 

苑苓苓 女 1964.4 
副教授 

/高工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机械专业岗位

能力分析 

张振鸣 男 1977.3 
高级 

政工师 

天津市化学工业 

学校 

校企联合培养制度

建立 

二、项目建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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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单位简介及基础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计划单列企业，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73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第 80 位。天津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拥

有渤海化工园精细化工基地，并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内蒙能源化工综合基地均形

成集团化产业群，目前已形成以海洋化工、石油化工、碳一化工相结合的产品格

局。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化学工业学校均隶属于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多年来为集团公司以及全国各地的化工企业输送大批的化工生产人员。企业与学

校紧密结合，在订单培养，校企科研项目，师资联合培养，职工培训等多个领域

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前期工作 

随着全国石油化工行业的蓬勃发展，渤化集团也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升级，加快构建“东西联动、优势互补、立足天津、全国发展”的发展新格局。

渤化集团近年来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大量工艺改进和设备更新等产业升级项目，

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通过与学校的校企合作培养来完成。前期团队已经完成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前期调研工作。 

团队完成了企业对企业员工的职业素质，工作技能需求的调研发现，企业

更加偏重于高技术高技能的化工人才。通过对本行业内的各企业调查、统计的结

果显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尤为突出，一线生产对人才需求的岗位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化工生产设备操作岗：按照操作规程熟练操作化学品生产岗位的设备，

熟悉设备运行特点，了解各控制参数的意义。 

（2）化工生产运行监控岗：生产运行管理，根据化工生产工艺的具体特点

与要求，合理调配生产资源，人员与工具，进行生产岗位督查，进行技术培训。 

（3）化工设备检修岗：生产运行中对化工机械、机电、控制仪表等生产装

置的维护、保养、检修、更新。 

（4）质量检验与控制岗：化工生产过程中对原料、中间产物、最终产品的

各类性能检测与质量监测。 

二、通过企业内部学院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方式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

成熟的校企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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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对接开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国际轮胎有限公司开展

了招工招生一体、育人过程共管、教学团队互派、管理制度共定、人才培养模式

共同研究与探索。按照产业发展的需求，在企业内部职业院校建立了“渤化石化”

订单班、“红三角”订单班、“精细化工订单班”、“盐化工”订单班、“乙烯”订

单班、“国际轮胎”订单班等。特别是今年，为了落实津蒙合作协议，建煤气化

项目，特意组织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煤化工项目与

内蒙古教育厅从招生入手，开展企业招工和招生相统一订单形式，确保 2018 年

开工通气人才需求。 

（2）依托行业产业发展，校企合作建专业 

按照渤化集团产业总体发展目标，鼓励职业院校围绕海洋化工、石油化工

和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做到专业调整与产业调整同步进行。紧紧围绕化工产业链

构建专业链，围绕化工产品链构建课程链。实现了合作院校化工专业群与集团化

工产业的对接，实现了课程与产品的对接。依据渤海集团的产业升级和技术不断

改进，学院承担了 5个天津市级国际化教学标准建设项目，为国际化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人才支撑。  

（3）依托行业产业发展，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 

始终围绕石化生产工艺、设备和控制技术，推动校企双方共同建设校内实

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满足了人才培养的需要。渤化集团所属职业院校与所属

的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溶剂厂等多家企业进行校企合作，建基地、

编写实训教材，突出了生产性实训基地对学生化工生产操作能力、化工设备控制

能力的培养。2010 年校企共同开发实施的 DOP 教学模式，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目前所属高职学院和中职学校实训基地有十几条真实石化生产线，生产各

种产品几十种。 

（4）依托行业产业发展，校企合作建制度 

现代学徒制综合了学历职业教育和在职职业培训的优点，为保障这一种理

想的职业教育形式，充分体现现代学徒制的企业本位、基于工作进行学习的职业

教育特色，渤化集团建立了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系列制度，包括《现代学徒制培

养三方协议》、《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认定标准》、《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协议》、《企业与学徒用工合同》、《教学运行弹性管理制度》等，不仅调动了企业

参与的动力与积极性，更加促使校企融合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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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一种重

要形式，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德国、英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都广泛推行了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形成了各自的经验和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徒培训一直是我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

有效整合企业与学院的教育资源，在原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寻求更加适合行业、

企业发展，适应生产技术创新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发挥企业与学校的联

合培养优势，建立契合企业工作标准的人才培养标准，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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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项目建设目标 

1、项目建设指导思想和总目标 

一、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29）文件为指导，以服务渤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产业转型升级为主体，进一步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

略，按照 “行业主导、校企合作、高职+中职分层”的总体思路。发挥集团的行

业办学优势，统筹所属企业和院校的优势资源，综合企业培训的职业性和学校培

养的高等性，选择企业用人需求旺盛的岗位及相关专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联合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化学工业学校（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学品生产

技术、石油化工生产技术、化工设备维修、工业分析与检验（中职）5个专业）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以深化产教融合、适应需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

心；以创新现代学徒制机制体制、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岗位能力标准、打造

“双师型”教学团队为抓手，形成校企共建、共育、共管、共赢的现代学徒制体

系。 

二、本项目的建设总目标 

充分发挥集团办学优势，借鉴国外先进的现代学徒制经验，探索建立校企联

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用职业培训的思想指导教学过程，

建立一套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制度；积极探索学员知识学习、技能

训练、工作经验积累和职业态度养成的运行机制；通过企业培训和学校教学紧密

配合，校企互兼互聘的教学团队建设，创立企业和职业院校双元的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平台，建立一套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岗位工作标准与学生（学徒）

培养形式； 经过三年建设,在现代学徒制模式、体制机制建设、培养体系构建方

面引领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专兼结合的“双导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信息

化教学能力和双语教学水平；形成企业和学院“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 双主体育

人”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2.具体建设目标 

一、机制与制度建设 

通过项目的实施，形成双导师指导下的学徒培养制度，尤其是培养模式和运

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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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企合作学徒培养机制 

在考虑学生、企业、学校三方合作的责、权、利基础上，建立校企合作进行

学徒制培养的基本框架。 

采取招生即招工、先招生后招工等方式，企业学徒培养的方式完成学业。这

些学生(学徒生)就相当于企业的“后备员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

学徒。 

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总体思路，实行校

企工学交替的育人机制，学生在学校和企业交替完成文化课程、岗位知识和工作

技能的学习任务，践行六个对接（学校与企业、校内基地与企业车间、专业与产

业、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培养培训与终身教育），让学生体验、模仿、尝

试、胜任企业工作，感悟企业文化，确保学生切实掌握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

素质。 

由企业确定学徒对象、学徒岗位、培养目标、培训内容、考核办法，与学校

和学生分别签订相关合同和协议，完全围绕岗位需求开展职工培训，明确企业、

学校和学生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切实提高职业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障培

养质量和效果。同时，通过企校合作方式调动学校优质资源投入人才培养，企业

在保证招生规模的基础上，学校对实训设备投入，师资配备予以政策倾斜。在学

徒培养期间，按照现代学徒制管理办法，学生依照劳动合同约定，领取学徒工作

津贴、享受保险待遇。 

2、师资队伍“双栖”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双导师制度建设 

建立校企人才“双栖”制度。索建立“专业教师进厂、技术专家进校”的人

力资源互动机制；建立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校授课教学制度和指导学生实习实训

制度； 实施学校教师与企业双向挂职锻炼，学校教师即是企业受聘兼职员工，

企业员工即是学校受聘兼职教师的双栖制度。建立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

开发、专业建设激励机制和考核奖惩制度。 

实施学生双导师培养制度。“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

培养过程中，实施双导师制，每位学生均配有学校指导教师和企业师傅，由指导

教师和师傅共同为“徒弟”量身制订培养方案并负责实施以及考核。企业和“师

傅”每年必须为“徒弟”提供企业学习和培训机会，学校和指导教师通过设立“企

业学习日（周、月）”，建立企业学分认定标准以及学分互换等机制，保障学生能

兼顾好在学校和企业的学习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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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标准建设重点任务 

参与院校要突破学校学历教育和自身教学思维的限制，拓展思路，一切工作

皆以企业工作要求为出发点。即站在企业的角度，建立一套适合于企业，具备实

效性的企业准员工培养标准。学员边工作、边接受培训，对其进行为期三年的职

业培训过程，并以此制定各专业的工作任务。 

1、创新培养内容 

以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对接产业、教学对接生产为指导思想，深化

培训内容改革。以职业工作所覆盖的范围与技术水平要求为参照，科学、合理地

提炼职业核心能力，将每个岗位工作内容分解成若干个能力单元，再将能力单元

分解成若干知识和技能要素。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原则，由简到繁、由浅及深

地开发模块化的系列培训内容，结合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由多个能力单元组成一

个模块化课程，再由一系列的模块化课程构成企业生产技术类工作所需求的全部

教学内容。以工作内容为中心重新组织学习资源，设计适合于工作场所的学习形

式与考评方式。 

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学习计划与培训标准，编

写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高质量培训教材，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将职业资格的要求融入培训和考核过程中，按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各等级考

核的要求，制定针对不同工作类型各个级别的考核标准。同时，探索建立培训标

准和考核标准的动态更新机制。 

2、制定培养标准 

根据行业、企业的职业分类，生产工作的岗位需求，设计系列化的职业培训

模块，各个模块完全以生产工作内容为参照物。每个职业培训模块，参照相应的

职业标准，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化课程，每一个模块化课程制定相对应的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 

3、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对学徒制培养的进程情况、校企团队的工作情况、培养培训效果，要做全程

的追踪、监督和评估，保证本项目高质量的实施。 

项目建设过程中，每年度为一评估阶段，分别组织社会，行业，企业，学校

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教育教学专家组成鉴定组，对实施过程及阶段性效果进行评

估，为下一阶段的项目实施进行多元指导。 

4、标准的验证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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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团公司下属三个大型企业为主，与学校 4个高职专业，1个中职专业联

合进行本次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按招生即招工的原则，每个专业选取 45 人组成

标准班级作为试点班，采取边开展、边建设边总结边提炼的方法进行实施。通过

3年的建设周期，建立起一套针对石油化工行业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运行高效

的校企合作机制，完善的学徒培养制度，合理的双元平台架构，紧密契合职业能

力的培养标准等。形成一系列具有示范性，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成果。探索现

代学徒制教育的新模式。 

本项目实施过程包含 6 个学徒制培养阶段，专业学习量合计为 3600 小时。

其中一半时间在企业工作，由师傅负责，一半时间进行集中培训，由教师负责。 

集中培训学习的规划课程模块设为 50-60 个，每一培训模块容量在 20-40

小时。并借鉴传统学徒工作内容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采用累加递进模式，即

达到较低职业等级时，所需完成模块数量较少、内容较简单；而达到较高职业等

级时，所需完成的模块数量较多，内容更复杂。各模块之间相对独立，设置的模

块之间要有难度的区别，培养过程中各个模块中相同内容不重复培训。高低职业

等级的区别，体现在学习模块数量的增长、内容难度的增加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课程内容体现“工作化”，培训过程以具备工作能力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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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一、成果形式 

本项目实施周期三年，项目完成后： 

（1）形成企业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的学徒制培养体系，建立完整、规范

的培养标准与系列制度。 

（2）建立适合于本行业工作要求 5个专业培训标准及课程标准。 

（3）建立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评价标准体系。 

（4）发表相关论文 3篇。 

二、预期推广 

所形成的合作形式、运行方式、培养模式、培训内容建设、培训方法等多个

方面能形成一系列规范的、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标准，具有可推广、可复制、

可借鉴的效果。 

三、应用范围与受益面 

本项目完成后，所获得的一系列标准，规范，制度等可以在涉及化工生产领

域的各类人才培养，职工培训，社会培训等范围内得到应用。 

本项目涉及的 2015 级学生将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养，参与本项

目建设实施的各生产企业将获得一批高技术技能型的专业工作人员。 

 

四、试点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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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按实施阶段说明项目进展及重点开展的工作内容等） 

一、各种标准的建立及修改 

2015年 7月—2015年 9月，在前期充分调研和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现代学

徒制运行机制和制度，形成 5个专业的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初稿。 

二、验证实施阶段 

本项目包括中、高两个职业等级，共涵盖 5个相关教学专业的建设内容，结

合企业与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专业为分类组成不同的项目工作团队，按

照边实施边修改的原则完成各专业的标准建设。以下分别按专业项目说明各专业

验证实施方案。 

1．应用化工技术专业项目建设进度及工作计划 

1.1第一阶段 

（1）时间：2015年 10月—2015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入职安全教育，了解全厂生产工艺概况。在师

傅带领下熟悉外操工作内容，学会如何巡检，观察装置的基本构成。岗位操作规

程，岗位安全规程学习。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数学基础模块、化学基础模块（有机部分含实验）、

安全生产法规常识模块、基础英语模块（以证代考）、煤炭生成及组成模块、煤

炭性质模块、化工识图模块、化工设备构成模块、计算机基本操作模块（文字处

理）、煤料卸放及输送工艺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制甲醇各生产岗位的基本认知，具备生产工

艺过程的简单区分技能，基本认知能力，达到员工基本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1.2第二阶段 

（1）时间：2016年 1月—2016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较简单的辅助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实验数据分析及误差计算模块、化学基础模块（无

机部分含实验）、化学基础模块（分析部分含实验）、煤质分析检测模块、危险化

学品安全知识模块、计算机基本操作模块（表格制作）、化工设备结构模块、煤

炭气化基础模块、泵机工作原理模块、煤料卸放及输送操作方法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制气原料准备等岗位，具备翻车机、胶带输

送机等基本操作技能，故障判断与处理能力，达到员工基本素质的培训过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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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煤制气工种初等级别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1.3第三阶段 

（1）时间：2016年 7月—2016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较复杂的辅助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专业英语模块、防火防爆安全知识模块、压力容

器的设计与使用模块、煤炭气化工艺模块、化工制图模块、计算机操作模块（幻

灯片制作）、泵机操作模块、换热器工作原理及操作模块、煤气净化的方法与工

艺模块、污水处理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气化、煤气净化等岗位，基本操作技能，简

单故障判断能力，团队合作等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 10 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

任务。 

1.4第四阶段 

（1）时间：2017年 1月—2017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较简单的独立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简单化工工艺流程图模块、电气安全知识模块、

换热设备结构设计模块、分离方法与原理模块、煤炭气化工艺操作模块、计算机

操作模块（数据库）、煤气净化工艺操作模块、废气处理模块、职业病防治模块、

甲醇合成原理模块、氨合成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气化、煤气净化等岗位，基本操作技能，简

单故障判断能力，团队合作等素质的培训过程。达到煤制气、煤气净化工种中等

级别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1.5第五阶段 

（1）时间：2017年 7月—2017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较复杂的独立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复杂化工工艺流程图模块、检修安全知识模块、

精馏操作与调控模块、塔设备结构设计模块、煤炭气化操作故障判断与排除模块、

计算机操作模块五（CAD 制图）、煤气净化工艺操作故障判断与排除模块、甲醇

合成操作模块、氨合成操作模块、职业健康与卫生模块、化工仪表基础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气化、煤气净化、甲醇合成、氨合成等岗位，

基本操作技能，简单故障判断能力，团队合作等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 10 个培

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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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六阶段 

（1）时间：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复杂、连续的独立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模块、化工仪表使用模块、

双塔精馏操作与调控模块、计算机操作模块（辅助设计）、甲醇合成操作故障判

断与排除模块、氨合成操作故障判断与排除模块、甲醇产品分析模块、固体废物

处理模块、技术论文写作模块、技术创新模块、安全评价模块等。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煤气化、煤气净化、甲醇合成、氨合成等岗位，

基本操作技能，简单故障判断能力，注重团队合作、安全、环保等素质的培训过

程。达到煤制气、煤气净化、甲醇合成工种高等级别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 10

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2．石油化工生产技术专业项目建设进度及工作计划 

2.1第一阶段 

（1）时间：2015年 10月—2015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新入厂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在工厂由师傅指导进行外操学习，学习如何巡检，

学习装置的基本构成，熟悉工厂的概况。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企业文化与员工修养模块；员工思想道德修养模块；实验数据分析及误差计

算模块；基础英语会话模块；化工生产安全教育模块；计算机文字及数据库处理

系统模块；无机实验基本操作模块；化学反应控制模块；危险化学品管理模块；

化工厂规程的认读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 

完成化工厂新入厂员工的基本操作技能培训，使员工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修

养，能从事基础的化学实验，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能分析操作数据，能读懂装

置规程的培训过程。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2.2第二阶段 

（1）时间：2016年 1月—2016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熟悉工厂所用典型设备的操作，熟悉工厂的工艺流程，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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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设备的开停车操作，作为外操，可进行独立巡检。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有机化合物的性质实验模块；化学分析操作（滴定实验）模块；离心泵、压

缩机的操作模块；化工传质与分离模块；简单蒸馏、分馏实验模块；塔设备的认

识及操作模块；换热器的认识及操作模块；间歇反应釜的认识及操作模块；固定

床和流化床反应器的认识及操作模块；简单工艺流程图的识读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 

完成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现场操作的技能培训，培养员工现场操作简单设备的

技能，具备工艺流程的认读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达到燃料油生产工和

化工总控工初级工的工作水平要求。 

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2.3第三阶段 

（1）时间：2016年 7月—2016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熟练掌握本装置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能独立进行石油化工设备的外操操

作，能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石油化工自动控制，熟悉石油化工生产装置中

催化剂如何选用、如何使用以及再生方法。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复杂工艺流程认读与绘制模块；流体输送设备的调控模块；反应设备的调控

模块；加热炉的调控模块；简单的石油化工自动控制模块；催化剂的选用模块；

基本文书写作模块；仪器分析操作模块；固定床和流化床反应器的认识及操作模

块；石油及油品基础知识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 

通过培训达到石油化工生产现场操作独立上岗所必备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2.4第四阶段 

（1）时间：2017年 1月—2017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在工厂的各个车间进行轮岗实习，学习典型石油化工工艺的原理及工艺，学

习石油化工生产的复杂控制的调控技巧，熟悉各生产装置的安全环保要求和节能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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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石油化工生产的复杂控制模块；化工节能模块；常减压蒸馏原理及工艺模块；

石油化工环境保护模块；石油化工专业英语模块；乙烯生产的原理及工艺模块；

氯乙烯生产的原理及工艺模块；催化裂化原理及工艺模块；催化加氢的原理及工

艺模块；聚氯乙烯生产的原理及工艺。 

（4）本阶段工作目的 

员工入职的第一年，经过安全教育和车间的外操锻炼后，已经具备了独立外

操顶岗的能力，本阶段，员工在企业将进行工厂各车间的轮岗实训。与员工在企

业的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相配套，本阶段学校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得员工掌握典

型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的工艺和原理，复杂控制的调控方法和化工环保节能知识。

达到燃料油生产工和化工总控工中级工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 10 个培训模块的

标准建设任务。 

2.5第五阶段 

（1）时间：2017年 6月—2017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在师傅的指导下熟悉石油化工典型生产装置内操的调控技巧，学习工艺优

化的方法，进行典型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的工艺调控与优化，进行典型石油化工生

产的安全控制。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反应优化控制模块；质量基础知识模块；压力容器安全生产控制模块；化工

生产工艺组织方法模块；氯乙烯生产工艺控制与优化模块；丙烷脱氢制丙烯生产

工艺控制与优化模块；乙烯生产工艺控制及工艺优化模块；润滑油生产过程控制

及工艺优化模块；聚氯乙烯生产工艺控制及优化模块；班组经济核算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 

完成典型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的工艺调控技能培训，使得员工具备一定的工艺

调控技巧，能独立进行石油化工生产的工艺调控与优化，培养员工团结协作和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 9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2.6第六阶段 

（1）时间：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能与他人合作进行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的开停车操作，能进行石油化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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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正常生产操作。在师傅的指导下熟悉石油化工生产装置中典型事故的判断

方法和处理方案，能进行典型石油化工设备的维护，能对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事故做出快速判断，并能正确有效地处理事故。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 

典型石油化工设备的维护模块；石油化工装置的开停车操作模块；典型石油

化工设备的故障判断与处理模块；公用工程故障的判断与处理模块；班组生产管

理模块；化工仪表的事故判断与处理模块；清洁生产模块；化工管路拆装模块；

化工设备检修模块；石油化工工艺计算。 

（4）本阶段工作目的 

学习石油化工生产装置的开停车方案和正常生产稳定控制技巧，通过典型装

置和典型设备的事故演练，掌握石油化工设备各种事故的原因，出现的现象，以

及处理的方法，同时培养学生的清洁生产意识，教会学生如何编写操作规程等技

术性文件，如何进行石油化工工艺计算。达到燃料油生产工和化工总控工高级工

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 9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3．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项目建设进度及工作计划 

3.1第一阶段 

（1）时间：2015年 10月—2015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企业内认识实践，与企业内技术人员建立“师

徒”关系，参观现代化工企业生产流程，听企业先进员工报告会。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企业文化与员工素养模块；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法

规模块；员工思想道德理论模块；基础英语模块；化工生产工艺流程概况模块；

公用系统工程模块；无机化学品理化性质模块；有机化学品理化性质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了解企业文化，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熟悉

化工生产工艺流程；培养现代企业员工基本素养。树立学徒意识，建立师徒关系

档案。 

3.2第二阶段 

（1）时间：2016年 1月—2016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带领下，了解、熟悉精细化工常用生产

设备的设备类型、结构、作用。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化工生产安全模块；认识化工管路模块；认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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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输送与传热模块；认识传质分离方法模块；认识精细化工生产装备模块；认识

常用反应器模块；化工设备英语模块；压力容器的类型与选材模块；化工仪表基

础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熟悉化工装置的生产工艺、化工单元操作基本过程，

能够查询生产装置中原料及成品的物理与化学性质。通过培训达到化工总控工初

级工作水平要求。深化学徒意识，完善师徒关系档案。 

3.3第三阶段 

（1）时间：2016年 7月—2016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指导下学习基本技能，熟悉进行现场仪

表、装置检查、投料、现场设备操作准备等工作内容。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化工生产安全模块；危险化学品存储与运输模块；

流体输送与传热装置开停车操作模块；反应器开停车操作模块；压力容器的类型

与选材模块；化工测量仪表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在师傅指导下能进行简单的生产准备工作，进一步

熟悉化工装置的、化工单元操作基本过程，及各工段工作内容。 

3.4第四阶段 

（1）时间：2017年 1月—2017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协助师傅共同完成精细化工中现场仪表、装置

检查、反应器、塔设备等复杂设备的开停车操作，并在师傅指导下熟悉精细化学

品分析检验相关内容。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化工生产安全模块；危险化学品存储与运输模块；

非均相物系设备开停车操作模块；塔设备开停车操作模块；精细化学品合成方法

模块；精细化学品检测模块；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涂料、染料、农药）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能够独立完成简单生产装置的开停车操作，能与师

傅共同完成反应器、塔设备等复杂设备的操作。通过化工总控工中级职业资格鉴

定，获得中级工证书。完成学徒向准员工的角色转变。 

3.5第五阶段 

（1）时间：2017年 7月—2017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带领下熟悉化工生产工艺运行监控工作

内容，学习化学品检验知识，通过检验精细化工产品分析设备运行情况。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无机化学品理化性质模块；有机化学品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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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采样与制样模块；试剂配置模块；检验结果分析与数据处理模块；精细化

学品合成技术模块；绘制单元式化工工艺图模块；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表面活

性剂、黏合剂、助剂）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熟悉化工生产工艺运行监控工作内容，能够完成本

岗位采样与制样，试剂配置等简单操作，能在师傅指导下读懂检验结果。 

3.6第六阶段 

（1）时间：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指导下从事设备、仪器仪表等工业装备

的巡检，维护及填报各类工艺记录报表，分析设备故障等工作，能协助师傅排除

简单工艺故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塔设备生产控制模块；精细化工生产装置生产控

制模块；精细化学品合成与小试模块；化工生产工艺英语会话模块；压力容器安

全生产控制模块；绘制化工生产工艺流程图模块；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信息材

料、绿色精细化工）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化工生产工艺运行监控工作内容学习，能够在

师傅指导下从事设备、仪器仪表等工业装备的巡检，维护及填报各类工艺记录报

表，分析设备故障等工作。通过化工总控工中级职业资格鉴定，获得中级工证书。

完成准员工向员工的角色转变。 

 

4．化工设备维修技术专业项目建设进度及工作计划 

4.1第一阶段 

（1）时间：2015年 10月—2015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新入厂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在工厂由师傅指导进

行外操学习，学习如何巡检，学习装置的基本构成，熟悉工厂的概况。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企业文化与员工修养模块；二、员工思想道德

修养模块；三、简单零件的制作模块；四、基础英语模块；五、化工生产安全教

育模块；六、计算机文字及数据库处理系统模块；七、机泵设备安装、调试与检

查模块；八、机泵设备维修与改良模块；九、危险化学品管理模块；十、常用阀

门的维修、更换与密封检验。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化工厂新入厂员工的基本操作技能培训，使员

工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修养，能从事基础的化工设备安装调试以及维修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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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基本的英语能力，，能读懂装置规程的培训过程。完成 10 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

设任务。 

4.2第二阶段 

（1）时间：2016年 1月—2016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熟悉工厂所用典型设备的简单操作，熟悉相关

化工设备的工作原理，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设备简单故障的排查并能进行相应处

理，作为外操进行独立巡检。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常用阀门的维修、更换与密封检验模块；二、

简单轴承的维修、更换、调整模块；三、填料密封等易损件修复、更换与密封检

验模块；四、风机一般故障的判断、排除模块；五、储罐的日常维护模块；六、

管路的拆装与密封模块；七、管路的检漏模块；八、单级填料离心泵的拆卸、零

件清洗、回装模块；九、转子平衡、精度测量与检查模块；十、机泵设备的整体

安装。 

（4）本阶段工作目的：具备设备搬迁、安装、调试与检查能力，培养员工

简单设备的现场操作技能，具备设备润滑、保养、修理及改良能力，培养学生团

队合作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4.3第三阶段 

（1）时间：2016年 7月—2016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能够熟练使用钳工常用设备（台钻、砂轮机），

能够进行简单镶配件的制作并能够进行离心泵一般故障的判断，能在师傅的指导

下进行离心泵的试车，熟悉机泵润滑油的更换、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简单镶配件的制作模块；二、轴的检测模块；

三、离心泵的装配间隙调整模块；四、离心泵的试车模块；五、机泵润滑油的更

换、设备定期维护保养模块；六、机械密封易损件修复、更换模块；七、基本文

书写作模块；八、简单轴瓦的维修、更换、轴承调整模块；九、离心泵一般故障

的判断、排除模块；十、塔设备一般故障的判断、排除。 

（4）本阶段工作目的 

通过培训达到化工检修钳工岗位独立上岗所必备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完

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4.4第四阶段 

（1）时间：2017年 1月—2017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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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工厂的各个车间进行轮岗实习，学习离心泵、

轴承的原理，学习化工设备检修钳工的基本技能，熟悉各生产装置的安全环保和

节能。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压缩机组安装方案模块；二、离心式压缩机

增速器的安装与检修模块；三、离心式压缩机运行常见故障分析、处理方法模块；

四、离心式压缩机的喘振故障分析与排除模块；五、化工设备维修技术专业英语

模块；六、油膜振荡的故障诊断与预防模块；七、大型机组检修方案制定模块；

八、编制大型机组管理制度模块；九、压力容器的设计模块；十、压力容器强度

核算与耐压试验。 

（4）本阶段工作目的：员工入职的第一年，经过安全教育和车间的外操锻

炼后，已经具备了独立外操顶岗的能力，本阶段，员工在企业将进行工厂各车间

的轮岗实训。与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配套，本阶段学校培训的主要

目的是使得员工掌握典型化工生产装置的工艺和原理，能够进行大型机组检修方

案的制定。完成 10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4.5第五阶段 

（1）时间：2017年 6月—2017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熟悉活塞式压缩机的检修，并

能够进行换热器的压力试验以及换热设备的强度核算。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活塞式压缩机机身的安装模块；二、活塞式

压缩机主要零部件的安装模块；三、机械故障诊断技术模块；四、大型设备润滑

管理模块；五、旋转零件修理模块；六、质量、专业管理方案制定模块；七、换

热设备的安装、日常维护模块；八、换热设备的清洗、换热管的维修模块；九、

换热器的压力试验。 

（4）本阶段工作目的：使得员工具备一定的化工检修所需要的设计能力，

能够进行换热器的压力试验以及换热设备的强度核算，培养员工团结协作和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 9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4.6第六阶段 

（1）时间：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师傅的指导下可以独立进行离心式压缩机轴

承的检修并能够进行压力容器的设计和压力容器强度核算与耐压试验。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一、离心式压缩机轴承的检修模块；二离心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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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运行常见故障分析、处理方法、模块；三、离心式压缩机的润滑管理与维护

模块；四、离心式压缩机的喘振故障分析与排除模块；五、油膜振荡的故障诊断

与预防模块；六、离心式压缩机的大修模块；七、压缩机组安装方案模块；八、

压力容器的设计模块；九、压力容器强度核算与耐压试验。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离心式压缩机轴承、离心式压缩机维修的技能

培训，使得员工具备一定的维修技巧，能独立进行制定压缩机组安装方案，培养

员工团结协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化工检修钳工高级工的工作水平要

求。完成 9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5．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项目建设进度及工作计划 

5.1第一阶段 

（1）时间：2015年 10月—2015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基础的专业教育，岗前的基本工作素质的培养，

行为规范、工作纪律教育，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企业文化氛围的熏陶。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数学基础模块，计算机基础模块，现场教育模块，

实验室安全与环保模块，分析实验室用水模块，化学试剂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实验室用水、化学试剂取用与贮存等技能，试

剂的准备等能力，实验室安全操作的培训过程。完成六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

务。 

5.2第二阶段 

（1）时间：2016年 1月—2016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在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的基础上，进

行分析检验专业知识学习和基本技能训练，从事化学实验室基础性工作。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英语基础模块，时事讲座，电子天平的使用与称

量模块，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模块，滴定分析仪器的识别、洗涤和使用模块，无机

化学基础知识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电子天平的使用、实验基本操作、滴定分析仪

器的洗涤与使用等分析检验的基本技能，简单样品检验等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的培训过程。达到化学检验工初级工的工作水平要求。完成六个培训模

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5.3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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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2016年 7月—2016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检验中采样、定量分析结果处理与误

差计算等模块培训，具有一定的分析检验能力。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语文基础模块，采样模块，样品交接模块，定量

分析中的误差计算模块，实验数据记录、实验报告书写及实验结果表达模块，有

机化学基础知识模块，直接法配制标准溶液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直接法配制标准溶液等技能，定量分析中的误

差计算等能力，分析检验操作规范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七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

设任务。 

5.4第四阶段 

（1）时间：2017年 1月—2017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注重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促进知识学习、技

能实训、工作实践的融合，逐个完成模块课程。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心理健康模块，社会实践模块，滴定分析中计算

模块，酸碱滴定原理及应用模块，配位滴定原理及应用模块，滴定分析操作模块，

标准滴定溶液的配制与标定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酸碱滴定操作、配位滴定操作技能，滴定分析

中计算、酸碱滴定、配位滴定原理等能力，社会实践素质的培训过程。达到化学

检验工中级工的工作水平要求，参加中级工职业资格考核，获取岗位工作资质。

完成七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5.5第五阶段 

（1）时间：2017年 7月—2017 年 12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双导师全程指导分析检验专业的学习与工作，

获取一定的职业资格后，顶岗实习。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物理常数测定模块，样品处理模块，分光光度计

的使用与调校模块，物质分离模块，氧化还原滴定法原理及应用模块，沉淀滴定

法原理及应用模块，可见分光光度法测物质含量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氧化还原滴定操作、沉淀滴定操作、物质分离

操作、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等技能，氧化还原滴定法原理、沉淀滴定法原理等能力，

分析检验专业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七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5.6第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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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2018年 1月—2018 年 6月 

（2）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完成综合性生产的模块课程的培训，进行顶岗

实习，同时通过综合测评获得毕业证书。 

（3）集中培训主要内容：滴定分析仪器校准模块，分光光度计工作原理模

块，电位分析法模块，分析仪器日常维护模块，重量分析操作模块，化学分析法

全分析模块，实验结果的处理与分析模块。 

（4）本阶段工作目的：完成重量分析操作、滴定分析仪器校准、电位分析

操作等技能，仪器分析操作、分析仪器日常维护等能力，实验结果的处理与分析

素质的培训过程。完成七个培训模块的标准建设任务。 

     三、总结和修改 

 2018年 1 月—2018年 6月，在三年验证和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各种运行机

制和制度的编写，完成 5个专业的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形成现代学徒制模式下

的评价体系标准的建立。完成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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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包括支持政策、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 

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要求，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就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工作郑重承诺： 

一、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把资金、人才、土地等资源向教育上调整，通过推动中高职协调发展，进一步优

化集团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为集团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不同人才需求提供保

障。 

二、集团公司投入相应资金用于与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企业等建

设单位，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保证资金的足额到位，并在项目建设中

给予建设单位充分的政策支持。 

三、集团公司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本着尊重人才、尊重教育的原则，加大投

入，落实教师待遇、职称和荣誉，完善师资培养培训体系。 

四、在学徒制建设过程中，实行项目定期检查制度。作为项目建设的领导组

织，负责建设项目的整体规划、决策，对项目建设进行统一部署，全过程负责，

以确保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方案的实施。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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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家论证意见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现代学徒制建设有着良好的建设基础，也开展了学徒制建

设的相关的前期工作，提炼总结了经验和成果。结合企业用人需求和学校人才培

养模式，开展石油化工行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标准建设，建设思路清晰，任务

明确，充分发挥了行业优势，集中行业、企业、学校的优势资源。 

 

 

                           负责人：               2015 年 9 月 25  日 

  

专 

家 

信 

息 

序

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 机 签 名 

1 任耀生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驻会副

会长，中国石化行业指导

委员会主任 

13901153153  

2 陈佐继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18920209238  

3 朱凤芝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18622597820  

4 张宝春 
天津渤化石化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 
13821446706  

5 王艳国 天津职业大学教授 13920342224  

6 刘庆文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18622542928  

7 张兴华 
天津徳凯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 
13820515453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