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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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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函〔2015〕29 号）要求，依据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5〕2 号），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及学校实际情况，编制《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

一、总体概况
姓名
总
负
责
人

张慧波

专业技术职务

0574-86891980
专业技术

联系人 裘腰军 职 务 / 行
政职务

专业 1

工业设
计

男

出生年月

负责人

务处处长

马敏海

博士

/学位
电子邮箱

教授 /教

1966.03

最终学历

教授/校长

/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性别

联系电话

主要合作企业

试
点

823006131@qq.com
0574-86891263
13566331618
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
园、宁波道和工业设
计有限公司、宁波爱
乐宝婴儿用品有限公
司、宁波宝笛玩具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舜
宇模具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舜仕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股

专

份有限公司、宁波顺

业

机电设
专业 2

备维修 负责人

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张坤领

主要合作企业

与管理

公司、宁波海天精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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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辉旺铸模实
业有限公司、宁波埃

模具设
专业 3

计与制 负责人

柯春松

主要合作企业

造

利特模具制造有限公
司、宁波盛技机械有
限公司、宁波金耀机
械有限公司、宁波港
腾塑业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有
限公司、宁波吉利汽

专业 4

机电一
体化

车有限公司、宁波摩
负责人

耿金良

主要合作企业

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亚德客（中国）有限
公司、宁波力隆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二、重点建设内容
（一）建设指导思想
围绕探索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为宁波产业优化升级和港口经济圈发展战略需求服务，创新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积累机制，整合资源、多方合作，校企协同培养适应产业
转型、企业技术能级提升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满足学生多元成长、企业员工持
续发展等社会多样发展需求。
坚持育人为本，注重学生全面持续发展，完善学徒培养的教学文件、管理制
度及相关标准，积极推进专业教学标准、职业资格标准、行业技术规范有效对接，
努力实现高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融合，推进专兼结合、校企互
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使学生获得个性发展与工作岗位需要一致的
职业核心能力、职业素养、职业岗位实践能力，将服务学生高质量就业和职业生
涯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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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
1. 探索利益相关多元治理体制，破除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体制机制障
碍。紧扣宁波重点产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着力拓宽和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提
升通道和培养途径，着力破除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障
碍，着力解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资源要素、平台要素。创新多元的灵活招生机
制，吸引更多的技术技能特长突出的优秀技工院校、中职学校毕业生和企业优秀
员工。
2. 按照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规律探索多样灵活学习学制，坚持多元合
作、系统培养。通过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立多元协同培养机制。加强现代
学徒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建设，探索岗位轮换、工作模块自主选择与学分学时衔
接等多种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在人社部门、相关行业组织的指导下，通过现代学
徒制试点创新，主动参与并引进企业技术技能人才评价标准化体系建设，探索“新
型技师”职业能力测评认证机制，创新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和教学业绩评价机制。
3. 探索校企一体化培养体制，强化工作过程化培养、双导师队伍建设。选
择技术技能要求高、骨干企业需求量大，需要系统培养的工种（岗位群）设置专
业，围绕工作技术技能思维模式建构，在工作环节中传授工作过程知识，完成工
作技术技能训练；在产品（作品、服务）研发设计和制造(实施)过程中，形成职
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把校企双导师作为学校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更加注重
发挥行业企业高水平兼职教师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更加注重培养、用
好、吸引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创新高层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模式。
（三）建设内容
重点支持工业设计、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和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四
个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创新学徒企业员工和职
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管理、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
队伍、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以及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形成
有效经验和做法，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探索既具有宁波本地特色又具有示范借
鉴可复制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见下图）。
序号

试点专业

现代学徒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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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作企业

1

2

3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机电一体化

基于大型企业订单培养的
海天集团有限公司、吉
机电设备专业现代学徒制
利汽车有限公司、
试点

工业设计专业

基于数字科技园“院园融
合”中小企业集聚的工业设
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基于产业园区模具企业集
群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

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
园、宁波道和工业设计
有限公司、宁波爱乐宝
婴儿用品有限公司、宁
波宝笛玩具科技有限
公司、宁波舜宇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舜仕
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辉旺铸模实业
有限公司、宁波埃利特
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宁
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金耀机械有限公
司、宁波港腾塑业制造
有限公司

1.“双主体”联合培养
建立校企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制；明确校企
双主体责任及分工
①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从应届高中生、应届中职生招生，进入学徒制试点专
业班，实施校企联合培养；
②鼓励试点专业招收企业优秀员工，进行高技能培养，取得高级职业资格（技
师）证书或学历证书，实施以企业为主的校企联合培养；
③由学校、企业组成联合现代学徒制管理工作组，从在校生报名应考人员中
择优录取，组建现代学徒制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实现学校企业联合培养；
④根据合作企业的年度人才储备需求计划，推进试点专业招生面向企业需求
的供给侧改革，在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上给予倾斜。同时学校、与企业人事部门
组成联合自主招生小组进行学徒制招生，招生时确定学生的就业单位及工作岗
位，学生在完成大学注册的同时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
2.“双高”规格。面向区域高端产业骨干企业，建立反映宁波产业变革和技
术进步趋势的专业设置和优化机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专门人才，获取高级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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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实现新技术产业化和新技术应用人才储备同步。
①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与区域骨干企业合作，与跨国先进高端智能装备企业
等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加大实训设备设施投入，为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专门人
才创造条件。
②加快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提升专业教师的技能水平和新技术应用能力，
研制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合格的现代学徒制指导教师提供政策倾
斜。引进企业经验丰富的高技能人才、技术能手，充实师资队伍，校企共建双师
型“师傅”教学团队和企业研发团队。为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专门人才提供师资的
保障。
3.“双向”培养。通过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联合培养管理，骨干企业直接
参与教学，按照企业真实的技术和装备水平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训课程，依据生
产服务的真实业务流程设计教学空间和课程模块，学生企业实训实习，实现校企
一体化协同育人。
①双方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与本专业相适应的
文化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吃苦耐劳品质、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掌
握本专业基本知识，能熟练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分析、设计、制造、装配、检验、维修与调试等有关技
术、组织与管理工作的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②共同制定教学标准：以前沿的企业内训课程和企业真实项目为核心课程，
以产业链各环节知识和技能点作为课程体系节点。校企分工授课，以项目引领、
任务驱动的方式推动课程展开。课程体系根据培养目标分类，不同类型的课程分
别由学校和企业分别完成或者双方共同合作完成。
③共同参与课程体系及标准开发：把企业岗位需求的态度、知识和技能等有
效转化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把实践教学环节嫁接到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做
到专业课程体系与企业岗位标准的有效嫁接。
④共同制定岗位标准：按照现代学徒制内涵，依据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格
和要求，对学生进行企业岗位培训活动，岗位标准必须符合专业对应就业岗位从
业人员的要求，以国家职业标准的实际操作技能要求为主要依据。结合学徒的年
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培养学徒掌握合作企业具体岗位的技术技能。构建以
企业具体岗位的核心能力、合作企业岗位用人标准为依据，开发至少两个岗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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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技术技能岗位课程组合模块，供学徒进行选择，岗位课程以师带徒岗位培养
为主。旨在从合作企业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入手，培养某个岗位的特殊的岗位能力。
因而依据岗位类型设置相应的岗位课程模块，在岗位课程模块中可有几种课程供
学生自选，解决企业多岗位的需求。
⑤共同安排教学计划和协调实施过程：新生入学职业生涯规划、企业家讲堂、
人文讲堂、理论教学、应用理论教学，模拟实战教学、基础技能教学、实战教学
（创意实战、参数实战、工艺实战，加工实战，生产线实战）企业质量奖考核，
准员工交付企业实现企业首选目标。新生入学再循环。
4.“双导师”协作。校企共同组建“双师结构”教学团队，通过真实案例、
真实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兴趣，发挥劳动模范、技能大师、首席工人
等企业兼职教师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实现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无缝
对接。
出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师”教师管理办法（见附件 5），
规定原则上将聘请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专业岗位工作三年及以上、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证书的企业员工作为企业方的指导教师。
5.“双证书”融合。优化新型技师培养体系，按照科技发展水平和职业资格
标准设计课程结构和内容，提高学校教育教学对技术进步的反应速度，实现学历
证书考试与高级工、技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标准对接，职业教育制度与技工培养
制度衔接。
职业资格证书要求：除毕业证以外的职业资格证书，其中，工业设计专业：
制图员（高级工）和模具设计师（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机电一体化专业：德
国 IHK 机电一体化师证书，可编程控制器或维修电工（高级工）等级证书；机电
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数控方向）：数控机床装调高级工；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模具设计师（高级工）”和“模具制造工（中级工）”。
6.“双服务”并重。坚持全日制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开展在校生学习、
毕业生“回炉”、企业技术骨干培训与再提升，实行灵活多样学制，成为落实《宁
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积极鼓励现
代学徒制指导教师参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展横向课题项目研究、产品开发，并服务
企业，校企联合技术开发项目作为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列入学校“种技术”课题，
予以立项，并给予项目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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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衔接”体系。打开职业院校学生成长空间，在宁波市先进制造业、新
兴战略性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急需领域，实现中职—专科—本
科学历“双衔接”贯通培养，满足学生多元选择和社会多样需求。
以我校与余姚合作的阳明学院为基地，结合现代学徒制试点，深化中高职“五
年一贯制”衔接，联合合作企业，由我校牵头，统筹制定现代学徒制与中高职一
体化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分段组织实施。
高职-本科合作开展四年制高职试点，争取与宁波市地方本科院校合作，开
展高职与普通本科四年制高职试点，引入现代学徒制，制定现代学徒制与四年制
高职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系统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8.制定现代学徒制各项管理制度。①校企共同制定和建立相关运行制度，包括
制定以企业质量为标准的白皮书，明确学生验收标准，明确学校指导教师工作职
责和企业带徒师傅工作职责，形成校企定期会商制度，开展校企双方人员双向挂职
锻炼，明确课程的双导师及课时津贴发放办法（学校对指导教师发放带徒津贴）；②制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日常教学管理和学徒管理暂行办法（见附件 6），规定学校试点
专业与企业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双方指导教师共同参加教研活动，建立课程教学管
理，明确课程的考核评价和学徒实习考核办法，建立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和课程的教学质
量监控；③制定学徒实习管理制度（含安全措施与违纪处理办法）；④准员工实
习考核制度和准员工转为员工（毕业）制度等相关文件。

三、总体实施步骤
序号

1

建设时间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

工作内容
探索利益相关多元治理体制，破除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工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定位、
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标准、师傅标准等制定。
按照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规律探索多样灵活学

2

2016 年 1 月至 习学制，坚持多元合作、系统培养。文化基础和专业
6月

基础教育、岗位技能训练、职业素养形成教育，深化
课程改革、推进课证融合、深化岗位胜任力研究

3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

探索校企一体化培养体制，强化工作过程化培养、
双导师队伍建设。遴选带徒师傅、实行双导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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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双导师激励机制。校企共同组建“双师结构”教
学团队，通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职业兴趣，发挥劳动模范、技能大师、首席工人
等企业兼职教师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实现
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无缝对接。
坚持“双服务”并重。全日制学历教育与职业培
训并举，开展在校生学习、毕业生“回炉”、企业技术
骨干培训与再提升，实行灵活多样学制，成为落实《宁
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
4

2017 年 1 月至 的重要载体。
2017 年 6 月

建立“双衔接”体系。打开职业院校学生成长空
间，在宁波市先进制造业、新兴战略性产业、现代服
务业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急需领域，实现中职—专科
—本科学历“双衔接”贯通培养，满足学生多元选择
和社会多样需求。

5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整理汇总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完善考
核机制等。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科研工作，坚持边试点边研究，及时总结提炼，
把试点工作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上升为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
2.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及时总结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相关国家（地区）
开展学徒制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学习借鉴。成立援外职教集团，利用集团
的资源优势，学习国外先进现代学徒制的经验，促进学校专业试点工作。
3.学校设立现代学徒制建设专项经费，校企共同积极研究和探索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学校将设立专项资金 100 万元，支持试点专业开展学徒制
项目，该资金实施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企业教师的课时津贴、学生企业实训往返
交通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开发费、制度建设等；企业为学生购买意外险，
为大一、大二、大三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提供 500～3000 元不等的月薪酬，同时
企业设立质量奖，学生项目成果作品如被企业采纳，给予奖励；学生专利申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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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学校支出。地方政府余姚市财政拨款包括每年生均专项补助经费 7200 元/
生和学校基本建设经费 300 万元/年，用于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即：
阳明学院）的建设和岗位培训、实训、考证费用，为工业设计、模具设计与制造
和机电一体化专业等三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提供资金保障。
学校

政、行、企业
免费提供实训设施、实训工位、实

培养成本费
用分担

企业教师的课时津贴、学生 训场地；
企业实训往返交通费、人才 免费提供企业课堂的运行；
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开发 购买学生意外险；
费、制度建设等

提供薪酬
提供奖学金

学院将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提供的专项经费，设立专项资金账户，严格实
行专款专用制度，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严肃性和合理性，使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
益。严格执行项目预算，按照项目建设投资计划支出，严格项目审批，优质、优
效使用各项建设经费，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合理、合法、合规使用。明确学校、企
业等各参与方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责任和权益，项目建设主管部门、财务处、纪委
和教师代表共同参与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制定，确保项目实施的资金使用公开、透
明，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4.共享宁波市“国家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公共实训基地”
资源，共享紧密合作的骨干企业人力、设备资源，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基地和校
外企业实训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形成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
制。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和完善试点专业现有的校内实训基地，做好基础性实
训设备与企业生产设备的衔接工作，以对接企业生产实训，缩短学生上岗训练时
间。重点支持试点专业教科研项目和实验、实训室建设。对被列为现代学徒制的
专业，在教科研项目立项，专业经费投入，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实训室建设，
师资培训，设备购置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确保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能够落地、
开花、结果。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现代学徒制建设各项工作考核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现代学徒制建设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9

5.把建设专兼结合的、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作
为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条件，制订包括劳模、技能大师、首席工人等在内的双导
师管理办法，建立校企共同遴选、培养、互聘、考核机制，明确薪酬津贴标准，
以及导师岗位责任制度。学校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教师，教学工作量将另
行计算，保障教师往返企业的交通费，并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
6.做好“双证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围绕技师
培养结构化课程，校企开发素材、课件、模块、课程四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的教学资源体系，建设资源共享的应用平台，支持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7.针对现代学徒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点，校企共同建立工学结合的教学
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共同实施培养过程
管理。重点包括完善学徒培养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明确各方权
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
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创新考核评
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保障学徒权益。
8、制定质量评价、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根据现代学徒制实施需要，创新教学评价方法。在项目实训和企业岗位培训
环节，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外考官”，对学生设计的作品和实际产品进行评价，
以此作为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依据。针对试点专业学生特点，创新教学评价、
考核观念，多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综合运用实际操作、现场答辩、技能比赛、项目制作、解
决实际问题等多种手段对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进行评价，使教学评价、考
核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校二级教学单位与企业共同成立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监控小组，共同管理
学徒、师傅、教师的教学实施。结合顶岗实习系统和大学生成长导图等信息系统
进行督导监控和调整控制，通过对教学质量的持续监督，定期收集有关教学工作
质量、教学成果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在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
题，对教学行为及时调控，以稳定与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健全企业的岗位培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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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听评课制度、培训质量分析制度、学徒评教制度等质量监控制度，提高
企业培训质量。校企双方要共同管理，形成一个良好的质量监控循环网络，以确
保教学与培训安全、规范、有序，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五、四个试点专业工作任务书及相关制度
附 1：工业设计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 2：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方向）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 3：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 4：机电一体化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 5：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师”教师管理办法
附 6：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日常教学管理和学徒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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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件 1：

一、试点专业基本情况
试点专业名称

工业设计

企业名称 1

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园

负责人

韩竹

电子邮箱

78561599@qq.com

联系电话

15058871166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2

宁波道和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上官宗粦

电子邮箱

84218461@qq.com

联系电话

13567819460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3
参
与
企
业

宁波爱乐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

朱红波

电子邮箱

873517363@qq.com

联系电话

13906690927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4

宁波宝笛玩具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

贺建君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13906693118

邮政编码

企业名称 5
负责人

陈江

电子邮箱

694715354@qq.com

联系电话

18605840200

邮政编码

315499

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

程磊炎

电子邮箱

744612481@qq.com

联系电话

15990551110

邮政编码

315414

出生年月

1985.10

姓名

马敏海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主

315800

宁波舜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6

负
责
人

1961344336@qq.com

姓名

性别

性
别

男

专业主任助理 最终学历/学位

15867447957
出生年月

电子邮箱

职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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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17135915@qq.com
分工

签名

要
成
员
（不
超
过
5
人）

李谨
佚

女

1983.10

讲师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雍磊

女

1982.10

讲师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王正
才

男

1968．12

教授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分管 15 名学生的
学徒制项目课程
校内实践部分
分管 15 名学生的
学徒制项目课程
校内实践部分
分管新生企业跟
岗实习和五金电
器类产品设计与
制作课程实施

（一）试点专业基本情况介绍
工业设计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的应用型
学科和产业。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工业设
计科技创新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宁波市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工业设计专业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发展专业之一，坚持育人为本，以创
新为核心，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产品设计人才。
现有专兼职教师 7 人，青年教师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并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贝发集团等专家为专业指导委员，形成了一支以行业、
企业专家为依托的高品质专业建设团队。主要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产品外观
造型设计、产品结构设计、产品模具设计、产品策划、企业策划、设计主管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合作企业基本情况及用人需求情况介绍
1. 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园
数字科技园是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开发区、宁波信息产业局三方出资
成立，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载体，紧密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色，与宁波开发区、
宁波信息产业局合作共建集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研究开发三位一体的"数字科
技园区"。数字科技园以建设国内一流服务外包、物流信息化、工业创意设计、
软件开发、人才培养一体化发展的数字科技园为目标，将"数字科技园"和"高等
职教园"融为一体，做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立足宁波开发区，抢占长三角，
服务全社会。
2.宁波道和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道和设计是国内设计能力领先的以产品研发为核心的工业设计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150 万。由四大事业部构成：品牌管理事业部、工业设计事
13

业部，创意产品营销事业部、CAE 产品分析优化事业部。主要服务于大型机械装
备、农机产品、云计算终端设备、家电家居、数码 IT、办公文具等领域，为企
业提供工业仿真、产品创意实现、品牌建构、产品转型升级等深入、全面的咨询
与服务。企业与工业设计系合作将近 4 年时间，在产品外观设计和结构设计领域
有着较为深入的合作，目前能够容纳 6-8 名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3.宁波爱乐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爱乐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宁波北仑，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婴儿用品企业，从事婴儿用品的生产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产品远销
欧美及东南亚，公司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公
司拥有各类专业生产设备 100 多台，其中吹瓶生产设备均采用日本 ASB 注拉吹一
体机；液体硅胶使用国际品牌 ENGEL 来生产；注塑成型车间拥有一次成型双色机；
所有机器设备技术处于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公司汇集行内精英，现有各类
专业技术人才 50 多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才 20 名，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80 多
名。 公司秉承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企业宗旨，配备了各类检测设备 22
台，专职检验人员 32 名，其中包括 IQC、PQC、QE、QA 人员，所有产品从来料检
验、生产过程检验、出货前检验，层层把关并严格依照美国 FDA 和欧洲 EN－71、
EN14350 儿童饮用器材的卫生和安全标准生产，公司实施了一整套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并通过了 ISO9001：2000、ISO14001、GB/T28001 认证。 先进的生产设
备、高素质技术人才、完善的质量检验机构造就高品质的产品。企业与工业设计
系合作将近 2 年时间，在奶瓶、奶嘴、硅胶套、牙胶等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合作，
目前能够容纳 6-8 名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4.宁波宝笛玩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宝笛玩具（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 529 号，主
营 木制玩具 游戏棋 积木 解环(套)类玩具 拼图拼板 相框、画框等。企业与工
业设计系合作将近 4 年时间，在儿童木制玩具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合作，目前能
够容纳 4 名左右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5.宁波舜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精密注塑模具重点骨干企业；2015 年 2 月在新三
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1906）。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内外饰件及功能件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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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和内外饰功能件产品以及特殊工艺表面处理注塑产品；公司与模具 CAD 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建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引进国外模具技术专
家和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先进加工设备；公司具有汽车零部件与主机厂同步设计
开发能力，公司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加工制造能力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汽车
内外饰件及零部件表面工艺处理细分市场上，舜宇模具同时具备产品同步协同设
计开发、模具设计开发、注塑生产和零部件表面特殊工艺处理的综合能力，具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目前能够容纳 5 名左右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6.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原余姚市舜仕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是一家集模具、检具设计、开发、冲压制造、机器人焊接于一体的汽车零
部件高新企业。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实验室、专业 CAE 分析员及测量专用三
坐标员，自主的领先技术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是舜仕竞争的优势。舜仕系列产品主
要配套于上海通用、上海大众及上海汽车、沈阳华晨等各类车型。公司拥有自行
出口权，产品外销欧美市场。产品全部是以公司自主设计和全工艺制造完成，从
模具设计、工艺分析、制造再到产品剪板、折弯、成型、冲孔和总装，全部在公
司完成，技术和质量全在掌控之中，为交期和服务提供了有力保证。目前能够容
纳 4 名左右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二、项目建设目标和内容
（一）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开展基于数字科技园“院园融合”中小企业集聚的工业设计专业现代学
徒制试点人才培养，改变原有针对某些软件操作训练为主的孤立的教学模式，和
企业紧密合作为工业设计专业学生打通产品设计相关流程，从前期概念创意、外
观设计到中期结构设计、三维建模、CAD 出图，再到后期模具设计、产品打样。
依据从简到难递进安排学徒制项目课程，涵盖企业基础类主要产品设计全流程。
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在项目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全程渗透训练，真正培养出了解产
品设计的全流程，懂得产品从设计到实际生产过程，胜任工业设计各种有关技术
工作的企业急需、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项目建设内容
1.校企共同探索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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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外包分院与企业签订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依托在
宁职院数字科技园区入驻企业的就近优势，明确学徒制“专业普及+重点培养”
人才培养模式。原则上兼顾全体学生，实行“校企双师带徒”模式，为全体专业
学生提供企业真实实践项目锻炼机会，同时对部分表现优秀学生给予重点扶持，
通过学徒制培养，为学生提供企业岗位学徒（准员工）实践机会，企业对表现优
异学生给予资金支持，最后由企业录用成为正式员工。
2.“院园融合”搭建学徒制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在校内利用学校的数字科技园积极引进能与专业深度对接实施学徒制人才
培养的合作企业，在教学场所布置，教学设施安排，教学条件建设方面为专业提
供充足的条件保障。落户在工业设计专业的紧密融合的布局图：

3.校企联动构建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
工业设计专业在实施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以园区、特色企业、专业三
合一运行管理机制。依托产业集聚优势，企业先导并全程参与专业建设，搭建“校
企一体化”育人平台：老总（师傅）=老师、教室=工作室（企业工作场所）、教
师=同事、学生=准员工。实现专业带头人和企业专家合一，学生培养和员工培训
合一，教师技术服务和企业项目开发合一的人才培养良性运作机制。
4.校企协同培养学徒制“双导师”专兼职教师队伍
专业通过数字科技园骨干企业集聚一批骨干企业的优秀教学师傅团队，组成
由企业师傅、项目团队、专职教师共处一室的“学徒制教师团队”，为校企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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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师傅团队，专职教师和企业师傅承担各自擅长的教学任
务，优势互补，为开展学徒制试点工作提供极为便利的条件。通过数字科技园区
平台的交流、培训和实践，不断提高专业教师的技能水平、研发能力和实践能力，
通过职教能力培训，提高企业师傅的职业教育教学水平。
5. 校企共同制定并实施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把企业岗位需求的态度、知识和技能等有效转化到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中，把实践教学环节嫁接到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做到专业课程体
系与企业岗位标准的有效嫁接。人才培养过程以前沿的企业内训课程和企业真实
项目为核心课程，以产业链各环节知识和技能点作为课程体系节点。校企分工授
课，以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方式推动课程展开。课程体系根据培养目标分类，
不同类型的课程分别由学校和企业分别完成或者双方共同合作完成。整个工业设
计专业学徒制人才培养以三门核心项目课程的实施为基础，课程实施过程是基于
工作过程开展，由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完成过程指导和考核，整个项目
课程实施教学场所根据需要从校内到校外、从课堂到企业有机整合，课程实施过
程依据项目实施需要渗透企业岗位阶段实践、跟岗训练。具体核心项目课程为：
专业核心课程 1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含宝笛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

专业核心课程 2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含爱乐宝、菲比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

专业核心课程 3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含道和、翱尔晟、舜仕汽车等企业阶段跟岗实
习）

以上三门核心项目课程的具体实施进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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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具体专业课程结构及学分占比：
课

课程

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小

学 分 占

计

比

性

学

质

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道德素养

8

32

21.05%

74

48.68%

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
与政策

通
识

体育（体质健康测试）、心理与卫生教育、 11
身心素养
军事与安全教育

必
修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管理素质训练、创

3

职业素养
新创业
文化素养

专

专业大类基

业

础课

大学英语、应用数学

10

制图

4

18

必
修

企业跟岗实习

6

专业核心课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含宝笛等企业阶

12

程

段跟岗实习）

专业核心课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含爱乐宝、菲比

程

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

专业核心课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含道和、翱

程

尔晟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
顶岗实习（含毕业作品设计与制作）

12

12

31

现代社会学

30

19.74%

16

10.52%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1
图文设计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2
机械原理
公差与配合
专
产品手绘技法
业
美学与设计
选
人机工程学
修
keyshot 渲染应用
工业产品版式设计
寒假校外实训 1
暑假校外实训 1
寒假校外实训 2
暑假校外实训 2
人文类

——

2

通
其他类（含

14 （网络

识
网络课程如
选

课 程学分
——

尔雅课程）

不 超过 4

修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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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实施步骤
1.2015 年 9 月～2016 年 2 月
启动工业设计专业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到企业调研，联系合作意
向企业及企业指导师傅。
2.2016 年 3 月～4 月
组织召开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研
讨会，跟行业专家沟通前期调研结果，分析以往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的不足，形成
2016 级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初稿。
3.2016 年 5 月～6 月
组织召开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研讨
会，审议并通过 2016 级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对其中实施细节和要点
提出修改意见，最终形成 2016 级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4.2016 年 7 月～8 月
进一步完善 2016 级工业设计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跟企业及相关部门为落实
培养方案的实施做准备。
5.2016 年 9 月～2017 年 1 月
对新进 2016 级工业设计专业新生实施为期三周的阳明学院宁波舜宇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跟岗实习，了解公司产品的模具结构和生产流水线。组织学生
参加企业真实产品创意设计大赛。
6.2017 年 2 月～7 月
实施专业核心项目课程《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由校企双导师带领，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阶段实施到宝笛等企业跟岗实习。
7.2017 年 8 月～2018 年 1 月
实施专业核心项目课程《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由校企双导师带领，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阶段实施到道和、爱乐宝、菲比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
8.2018 年 2 月～2018 年 6 月
实施专业核心项目课程《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由校企双导师带领，在
课程实施过程中阶段实施到道和、翱尔晟、舜仕汽车等企业阶段跟岗实习。总结
前期学徒制试点工作成果，安排学生到合作企业顶岗实践，参与企业项目设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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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根据学生表现与学生签订就业意向。

四、项目建设预期成果
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展工业设计专业学徒制人才培养，预期成果为：
1. 完成工业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总结报告，通过该报告，反映实
施过程、实施成果及经验；
2. 工业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课程标准一套，含校企项目实施考核标准
和学徒制人才培养训练流程，校企合作编写适合于现代学徒制教学的核心项目课
程讲义和教学资源；
3. 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适合工业设计专业实施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为高职工业设计专业推广现代学徒制提供借鉴；
4、探索出一条基于数字科技园“院园融合”中小企业集聚的工业设计专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模式，过程材料齐全；

五、项目建设的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学校为保障“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顺利进行，成立了项目推进办公室。
工业设计专业在学校项目办指导下成立由学校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参与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定期就学徒制人才培养进行沟通研讨，合作
企业为学校解决学生岗位实践环节问题，通过整合学校、企业的有关资源，组织
骨干教师队伍、企业专家的全面参与，全程跟踪指导，对“现代学徒制”试点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建设目标进行检查、跟踪。
2.师资保障
工业设计专业在现有 4 位校内专任教师基础上，计划引进 2-3 位有企业工作
经历的专任教师，此外，合作企业提供 13 位企业专家作为企业师傅团队，专业
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纳入考核并与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挂钩。 为专业教师
和企业技术人员构建互动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双向挂职
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
（1）校内专任教师
学历（学校/
教师

相关工作

职称

任教课程（科目）
专业/学位）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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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
研究生（江
成型工
苏大学/振

企业跟岗实习和综合实训、五金电器产品设
艺、注塑

王正才

教授

动、冲击、

计与制作；产品的逆向工程、产品的 CAE 分
生产管理

噪声专业/

析。
等方面工

硕士）
作
李谨佚

讲师

昆明理工大

化工企业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学大学设计

3 年工作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工业

艺术学硕士

经验

设计 I、II；AutoCAD 软件；制图；美学与设
计；图文设计；人机工程学；产品手绘技法

雍磊

讲师

华中科技大

设计企业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学设计艺术

3 年工作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工业

学硕士

经验

设计 I、II；AutoCAD 软件；制图；美学与设
计；图文设计；keyshot 渲染应用；工业产品
版式设计

马敏海

助教

哈尔滨工业

汽车制造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大学车辆工

企业 2 年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工业

程硕士

工作经验

设计 I、II；AutoCAD 软件；制图；现代社会
学；机械原理；公差与配合

（2）校外学徒制兼职指导教师
学历（学
兼职指
工作单位

校/专业

职务

任教学徒制课程（科目）

导教师
/学位）
陈江

宁波舜宇模具股份

本科/技

有限公司

师

宁波宝笛玩具科技

本科

副总
企业跟岗实习、产品开发流程

贺建君

总经理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

有限公司
汪道德

宁波宝笛玩具科技

中专

技术人员
木质产品设计与制作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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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宗粦

宁波道和工业设计

硕士

总经理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有限公司
周蒙良

宁波道和工业设计

本科

设计人员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有限公司
万晓坤

宁波道和工业设计

本科

设计人员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有限公司
张冠军

宁波爱乐宝婴儿用

本科

设计部经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品有限公司
许小燕

宁波爱乐宝婴儿用

理
本科

设计人员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品有限公司
朱红波

宁波爱乐宝婴儿用

大专

设计人员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品有限公司
王新军

宁波菲比儿童防护

本科

总经理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用品有限公司
张真

宁波攸曼儿童防护

本科

研发部经
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用品有限公司
林海

宁波翱尔晟电器有

理
本科

设计人员
五金、塑料产品设计与制作

限公司
程磊炎

浙江舜仕汽车技术

本科/技

有限公司

师

副总
五金电器产品设计与制作

3.设施条件保障
工业设计目前已建成及拟建平台有：北仑工业设计协会平台、北仑工业设
计创意中心平台、宁波工业设计师联盟平台、宁波各高校工业设计专业联盟平台
（筹建）、网络信息平台、投资咨询平台、知识产权平台、产学研服务平台、产
业推进平台、人才培养平台、展示交易平台(筹建)、培育孵化平台、交流竞赛平
台、工业产品快速打样中心平台、CAE 仿真模拟测试平台(筹建)等。能够保证开
展学徒制人才培养所需实训设施。
4.资金保障
学校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学徒制项目试点。企业教师的课时津贴列入专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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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学经费；企业设立质量奖，学生项目成果获作品如被企业采纳，给予奖励；
学生专利申报经费由学校支出。学生实践基地阳明学院余姚市给予财政拨款，包
括每年生均专项补助经费 7200 元/生。
5.制度保障
在学校项目办牵头下后续需要制定相关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制度政策、项目
完成激励考核机制及项目管理办法。制订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管理办法，重点是明确校企双导师的职责和待遇，企业师傅的聘任
业务标准、带学生责任和授课待遇、教学考核具体要求等。签订学校与企业培养
协议，制定以企业质量为标准的白皮书，明确学生验收标准，明确指导教师工作
职责和带徒师傅工作职责，形成校企定期会商制度。制定学徒实习管理制度、学
徒实习考核制度、准员工实习考核制度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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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方向）专业工作任务书
一、 试点专业及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名称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方向）

企业名称 1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虞文贤

电子邮箱

451698213@qq.com

联系电话

0574-87301637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2

参
与
企
业

宁波顺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负责人

郑森法

电子邮箱

112990370@qq.com

联系电话

0574-86817128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3

宁波海天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曹军辉

电子邮箱

395782399@qq.com

联系电话

13958300036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4
负责人

张诚斐

电子邮箱

zhangchengfei@
mail.haitian.com

联系电话

13626847199

邮政编码

315800

出生年月

1968.08

姓名
负
责
人

宁波海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坤领

男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副教授/专业主任 最终学历/学位
联系电话

主
要
成
员
（不
超
过
5
人）

性别

18858254528

电子邮箱

本科/硕士

1852248735@qq.com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陈子珍

男

1970.11

副教授/
高工

张海英

女

19779.06

副教授

学徒制培养方
案制定
课程建设与实
施

孟

凯

男

1985、07

高级技师

虞文贤

男

1968.01

高工

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
海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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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
企业实践教学
安排与管理

签名

薛莉英

女

1962.09

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

高工

教学实施

二、试点专业及合作企业基本情况
（一）试点专业基本情况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数控方向）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海天学院的核心
专业，2009 年获得国家第六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1 年成为央财支持
服务型重点专业，与海天集团积极探索“学工交替”、
“项目化教学”、
“订单式培
养”等育人模式，2009 和 2014 年学生分别获得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技能大赛“数
控装调”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4 人，副教授以上职称 10 人，其中教授、博士 2 名，
省级教学名师 1 名，省级专业带头人 1 名，浙江省技术能手 2 名，所有教师均具
备双师素质；专业所属的数控装调教学团队为浙江省优秀教学团队。
海天学院拥有宁波市机电装备重点实训基地、国家教育部数控技术重点实训
基地，各类专业校内实训室近 30 个，与宁波市许多大型机电装备类企业如宁波
海天集团、上海大众宁波分公司、吉利汽车、韵升集团、金田集团、中国南城宁
波公司等等，均建立有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校外实训基地 100 多家。
本专业校内实训基地有：FANUC 技术应用中心、数控系统维修实训室、数
控装调实训室、数控机床机械部件拆装实训室、维修电工实训室等，校外大型实
训基地主要有海天集团精工车间、海天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等。
（二）合作企业基本情况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单位、中国轻工
机械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是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TIPS）认定的中国优秀民
营企业，并率先通过了 CE 认证、IS09001---2000 版质量体系认证。目前集团公
司拥有总资产 100 亿元，资信状况 AAA 级，2011 年实现产值 104 亿元。总公司
占地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拥有正式职工 6700 多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注塑机
生产基地。产品批量出口美国、欧洲、南美州、中东、东南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产量和销售额居中国同行业首位。公司在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意大利、
土耳其开设了境外公司和组装厂，以五个海外公司为中心， 辐射周边国家和地
区。公司成立北化研究中心，走上了塑机生产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实施跨行
业发展的战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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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天精工机械有限公司：公司以“铸造精品机床，振兴民族工业”为己
任，通过技术引进、吸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目前已拥有员工近 2000 人，
拥有 20 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恒温厂房，形成以大港精工、堰山精工、大连精工
为主体的三大生产集群；主导产包括龙门镗铣、卧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削中心、
大型卧式镗铣床、数控床等 5 大系列、200 多个品种，迅速跻身中国数控机床前
列。产品广泛服务在汽车、机车、船舶、机械、电力、模具、柴油机等行业。
公司依托海天集团的先进生产管理理念，全面推行交钥匙工程和完善的售
前、中、后服务，使客户获取至为优异的产品效能，缔造如您所愿的产业价值。
全面导入 6S 现场管理，并制定了高于行业标准的内控标准，从产品原材料和外
购件的进厂，到生产过程工序控制和最终产品出厂，都严格按照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控制。引进德国莱兹三坐标测试仪、英国雷尼绍激光干涉仪，
日本多功能部件实验台等先进检测设备，对每个产品进行精密检验，确保了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公司在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非常注重员工的业余生
活。定期开展各类征文活动、座谈会、研讨会及赛事活动，每一年举办一次海天
之春文艺汇演，为企业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形成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和谐进步
的生动局面。

三、项目建设目标和重点内容
（一）项目建设目标
1、校企联合制定面向数控机床生产行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2、逐步完善面向大型企业的现代学徒制培养管理体系；
3、构建对接目标岗位能力的现代学徒制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
4、校企联合完善岗位考核标准和企业实践技能标准；
（二）项目重点建设内容
1、与联合企业对接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
1）合作企业对接
①专业相关程度高：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数控方向）主要面向数控机
床生产企业和数控机床应用企业，培养在生产一线从事数控机床机械装调、电气
控制系统调试、数控系统连接及 PMC 参数调试、数控机床试切及数控机床编程
操作等目标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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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业管理规范：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主要着眼于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的提高，通过岗位实践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通过学习企业精益生产和 6S 管理
理念，融入企业先进文化，强调技能操作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③良好的合作愿景：选择规模较大，能够引领行业发展趋势，相关岗位需求
持续的优质企业，以满足学生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
④本着服务地方产业的宗旨，优选有一定合作基础的本土企业。
2）调研目标岗位需求
①确定目标岗位：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确定数控机床机械部件装调、数控机
床电气控制系统装调、数控机床整机性能检测、数控机床试切与加工等岗位为目
标岗位。
②目标岗位需求人数调研：制定相关调研表格，深入到合作企业进行调研，
并据此确定现代学徒制合作规模。
③目标岗位技能和知识调研：细分目标岗位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分解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核心知识和关键技能、拓展知识和可持续发展技能。并将各项
知识技能与课程体系进行对接，制定面向目标岗位的教学计划。
2、签订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协议
为保证学校、企业和学生（学徒）三方的合法权益，由企业与学生、学校三
方共同签订用工、培养、合作协议。
① 协议核心内容
突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提升，以学生身心安全为前提，切实保障各方权益，
合法规范。
明确合作内容和实施方式，明确合理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明确学生（学徒）
实习实践岗位和技能要求。
建立双导师制教师队伍，确保有效拓深、提升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
校企合作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教学计划，开发课程体系，确立目标岗位
考核标准。
②协议签订期限：以现代学徒制合作班级组建为起点，以学生在目标岗位就
业为一个周期。
3、构建现代学徒制管理机构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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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现代学徒制”推进工作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海天学院领导、
合作企业负责人、专业主任、相关课程小组负责人以及企业生产技术骨干等组成。
现代学徒制日常管理由海天学院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负责，采用班级——小
组——岗位三级管理体系，企业实践教学采用双导师制，确保现代学徒制工作的
有效实施。
4、制定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参照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数控方向）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企业
产品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适应目标岗位知识和技能需求，由校企双方协同制定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人才培养方案。
主要面向现代装备制造业，从事机电产品制造革新、数控机床应用装调、制
造现场管理与工艺规划等相关工作，培养掌握机械制造、电气装调、数控维修、
液压气动等专业知识，熟悉机床精度检测、功能部件调试、质量监控与生产管理
等专业技能，并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及适应能力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
5、岗位能力分析与岗位课程体系开发
1）目标岗位知识、技能、素质要求与课程对接
目标岗位

电气控制
系统装调

机械装调
与生产管
理

工作任务
1、电器元
件检测与
装接
2、电器柜
布线与安
装
3、电气控
制系统调
试

1、机床部
件检测与
装配
2、生产管
理

职业能力
知
识

能
力
素
质
知
识

能
力

安全用电、电子技术、电
工仪表、电气系统原理、
PMC 梯形图、数控系统参
数、PLC 技术
电器元器件装接、维修电
工、电器原理识读、控制
柜布线、PMC 调试、故障
诊断与排除、数控系统参
数设置
安全规范、学习创新、信
息应用等
机械制图、公差配合、仪
器量具工具、误差数据处
理、零部件功能结构、机
电传动、液压气动、精益
生产与 6S 管理、企业文化
机械识图和绘图、钳工修
配、数控机床操作、机械
零部件精度检测、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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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科目）
电工技术应用与测量、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
试、数字电子技术及应
用、PLC 技术及工程应
用、数控设备电气控制
系统装调、伺服驱动与
控制、电气控制装调岗
位实践（企业）、安全生
产操作规范（企业）

工程识图与制图 II、液压
与气压传动、计算机绘
图、零件测量与公差配
合、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企业）、企业文化与专
题讲座（企业）、工装夹
具设计、机械设计基础
及课程设计、机械制造

素
质

数控机床
整机装调

数控机床
试切与加
工

1、数控车
床几何精
度检测
2、加工中
心几何精
度检测
3、数控机
床位置精
度检测
4、数控系
统连接与
调试

1、零件加
工工艺卡
片制作
2、数控机
床编程
3、数控机
床操作

知
识

能
力

素
质
知
识

能
力
素
质

艺规划
安全规范、学习创新、信
息应用等

工艺与机械零件普通加
工、数控机床机械部件
测绘与装调、精益生产
与 6S 管理、机械部件装
配岗位实践（企业）
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器 工程识图与制图 II、零件
量具工具、误差数据处理、 测量与公差配合、安全
零部件功能结构、PMC、 生产操作规范（企业）、
数控系统
数控机床机械部件测绘
机械识图和绘图、钳工修 与装调、数控机床整机
配、数控机床操作、装配 性能检测与调整、数控
与调整、PMC 调试、故障 机床安装调试与维修、
诊断与排除、数控系统参 整机装配岗位实践（企
业）、数控系统连接与
数设置
安全规范、学习创新、信 PMC 控制调试、传感器
检测技术
息应用等
机械制图、公差配合、机
械加工工艺、数控加工工
艺、二维及三维绘图、数
控自动编程
识图绘图、工艺卡片制作
计算机绘图、刀具夹具选
用调整、数控机床操作与
维护、数控程序编制
安全规范、学习创新、信
息应用等

工程识图与制图 II、零件
测量与公差配合、计算
机绘图、机械制造工艺
与机械零件普通加工、
多轴数控机床仿真训
练、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机械零件数控加工、三
维造型与自动编程、数
控加工工艺与试切岗位
实践（企业）

2）岗位课程开发
根据岗位职业能力，确定目标岗位培养标准和考核目标，，由校企双方教师
共同确定课程标准、课程模块，开发适合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的岗位课程体系。
目标岗位类别

岗位课程名称
数控机床机械部件测绘与装调
机械装调与生产管
精益生产与 6S 管理
理岗位
机械部件装配岗位实践（企业）
数控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装调
电气控制系统装调
伺服驱动与控制
岗位
电气控制装调岗位实践（企业）
数控机床整机性能检测与调整
整机装调岗位
数控机床安装调试与维修
整机装配岗位实践（企业）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机械零件数控加工
试切与加工岗位
三维造型与自动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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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6.5

6.5

8
12

数控加工工艺与试切岗位实践（企业）
海外技术支持岗位 机电工程英语
（拓展岗位）
机电工程日语

4.5

6、教学计划制订和岗位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的建设
参照原“海天订单班”的教学计划，根据企业岗位职业技能要求，由校企双
方共同制定教学方案。根据企业岗位要求，确立技术技能标准与素质要求，明确
培养的方法、过程与手段，按照从学徒、初始岗位、技术骨干及基层管理岗位的
升迁路线，确定知识+技能训练、技术提升的路径，制定适合现代学徒制教学模
式的教学计划。

四、项目实施步骤
序号

建设时间

工作内容
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企业共同分析企业典型岗

1

2015 年 9 月至 位与人才规格需求，确定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确定对
12 月

接企业岗位标准与课程、制定学徒制试点专业实施过
程。
制定现代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双导师教

2

2016 年 1 月至 学实施团队，制定教学实施管理办法及师生评价标准，
6月

校企共同制定招生招工方案，制定相关课程标准，与学
徒制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完成现代学徒制招生，每位学生指定企业指导师傅
与校内专业导师，按照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

3

2016 年 9 月至 企两地教学，在校内进行学生通用能力培养，安排学生
2017 年 7 月

到企业由企业指导师傅指导岗位实践，进行职业文化素
养与岗位基本作业能力培养，开发岗位课程，实现人才
培养与企业用人对接。
双导师指导实施岗位课程教学，校内进行专业核心

4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

课程学习与核心能力培养，在企业进行轮岗实践教学，
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实施校企共同评价，探索学
徒制企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企业指导师傅队伍建设，
以及学徒制培养体制机制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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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学生在进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培养，培养学生
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岗位综合实践能力。总结现代学徒制
5

2018 年 9 月至 运行体制与机制，完善企业实践教学体系及企业导师制
2019 年 7 月

制度，总结完善相关制度，根据企业实际岗位工作内容
修订岗位课程，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优化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与相关考核评价标准。

五、项目建设预期成果
1、形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体制与机制，制定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
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徒管理办法；
2、形成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3、校企共同开发完成切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岗位课程；
4、建立完善的“双导师”制，形成校内与校外导师相结合、学徒师傅与岗
位师傅相结合的有效运行机制；
5、与合作企业共同完成学徒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岗位工作任务书的开发，
形成丰富、全面、完整的教学资源。

六、质量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1、现代学徒制教学班的企业负责人对课程教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巡
视,做好相关记录和协调工作,并作为考核双导师的重要依据。
2、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不定期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听
课、组织学生座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并存档备查,以作为考核“双导师”
的重要依据。
3、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学徒的课程任务训练完成情
况抽查(包括训练任务名称、训练时间、导师指导记录),学徒个别访谈。
4、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岗位培养教学情况进行抽查
和学徒访谈,抽查的重点是企业导师对学徒的培养计划和培养记录；学徒访谈主
要是抽样个别座谈。
5、现代学徒制班级学徒负责人对集中讲授和企业培训课程教学的学员考勤,
收集学员对课堂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填写学校统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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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教学日志。
6、对可能影响或明显影响课程教学的问题,先由企业协调解决,必要时,校企
双方共同讨论解决影响教学的有关问题。
七、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1、学校设立现代学徒制建设专项经费，校企共同积极研究和探索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学校将设立专项资金 100 万元，支持试点专业开展学徒制
项目，该资金实施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企业教师的课时津贴、学生企业实训往返
交通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开发费、制度建设等；企业为学生购买意外险。
2、共享紧密合作的骨干企业人力、设备资源，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基地和校
外企业实训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形成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
制。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和完善试点专业现有的校内实训基地，做好基础性实
训设备与企业生产设备的衔接工作。重点支持试点专业教科研项目，在教科研项
目立项，专业经费投入，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实训室建设，师资培训，设备购
置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现代学徒制建设各项工作考核
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现代学徒制建设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3、建设专兼结合的、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制订劳
模、技能大师、首席工人等在内的双导师管理办法，建立校企共同遴选、培养、
互聘、考核机制，明确薪酬津贴标准，以及导师岗位责任制度。学校参与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的教师，教学工作量将另行计算，保障教师往返企业的交通费，并
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
4、做好“双证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围绕技师
培养结构化课程，校企开发素材、课件、模块、课程四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的教学资源体系，建设资源共享的应用平台，支持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5、针对现代学徒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点，校企共同建立工学结合的教学
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共同实施培养过程
管理。重点包括完善学徒培养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明确各方权
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
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创新考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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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保障学徒权益。
6、制定质量评价、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根据现代学徒制实施需要，创新教学评价方法。在项目实训和企业岗位培训
环节，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外考官”，学校二级教学单位与企业共同成立现代学
徒制教学质量监控小组，共同管理学徒、师傅、教师的教学实施。结合顶岗实习
系统和大学生成长导图等信息系统进行督导监控和调整控制，通过对教学质量的
持续监督，定期收集有关教学工作质量、教学成果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在分析整
理的基础上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对教学行为及时调控，以稳定与提高教学
质量。逐步健全企业的岗位培训检查制度、听评课制度、培训质量分析制度、学
徒评教制度等质量监控制度，提高企业培训质量。校企双方要共同管理，形成一
个良好的质量监控循环网络，以确保教学与培训安全、规范、有序，确保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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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工作任务书

附件 3：

一、试点专业基本情况
试点专业名称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企业名称 1

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司

负责人

陆如辉

电子邮箱

xunhui@nbxunhui.cn

联系电话

13806630285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2

宁波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

金辉

电子邮箱

hw@huiwang.com.cn

联系电话

13906691486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3

参
与
企
业

宁波埃利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负责人

林维儿

电子邮箱 tracy@diemaker.com.cn

联系电话

13736075777

企业名称 4
负责人

陈九戬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13906842660

邮政编码

315800

宁波金耀机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姚秀龙

电子邮箱

Xingdayaoxiulong
@yahoo.com.cn

联系电话

13806630343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6

宁波港腾塑业制造有限公司

负责人

吴继勇

电子邮箱

wjy@nbgolden.com.cn

联系电话

13706847336

邮政编码

315807

出生年月

1973.07

姓名

柯春松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主

315800

宁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5

负
责
人

邮政编码

姓名

性别

性
别

男

副教授/专业
主任

13738463520
出生年月

职称

最终学历/学
位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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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硕士

846617345@qq.com
分工

签名

要 范进桢
成
员 熊瑞斌
（不
超
庄舰
过
5
人）
刘林强

男

1964.05

教授

海天学院

男

1974.01

副教
授

海天学院

女

1978.10

讲师

海天学院

男

1978.07

讲师

海天学院

裘腾威

男

1987.09

讲师

海天学院

总协调
模具特种加工实训
岗位课程开发
模具 2D 制图与 3D
造型实训岗位课程
开发
入职培训及生产安
全教育岗位课程开
发
加工中心操作实训
岗位课程开发

（一）模具专业基本情况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成立于 2002 年，2006 年成为首批国家高职示范建设专
业，2008 年评为浙江省教学团队，2009 年成为浙江省特色建设专业，2012 年成
为浙江省优势建设专业，2015 年成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同时模
具专业是全国轻工行指委模具专指委副主任委员单位，全国机械行指委校企合作
专指委委员单位，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全国职业院校模具专业联席会议常务副主任
单位，浙江省模具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现代模具联盟副理事单位等。
模具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其中专业教师 14 人，兼职教师 11 人。职称结构为
教授 4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1 人，高级技师 1 人，工程师 1 人。学历结构为博
士（后）2 人，硕士 10 人，学士 2 人。同时拥有浙江省高职高专专业带头人 2
名，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合作导师 1 名，宁波领军
拔尖人才第二层次 2 人，第三层次 1 人。
模具专业校内外实训条件优越，除了拥有多个不同层次、软硬件设备齐全的
校内实训基地外，还建立了基于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实训/实习基地，在北仑校区
建有包括国家职业教育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国家机械手技术实训基地、浙江省现
代制造技术实训基地等 8 个校内实训基地。实训基地占地面积 5000 平米，总资
产超过 1800 万元，其中包括车铣复合中心等设备在内 30 多台套，另有三座标测
量仪、慢走丝线切割机床等设备 30 多台套，完成了模具设计与制造全流程软、
硬件设备的建设。从最开始的制件测绘到模具试模均可在校内完成，并为教学营
造了真实生产环境。同时依托余姚市政府建立的阳明学院内也配备了生产性综合
实训基地，基地内有 10 台套加工中心等设备、CAD/CAM 综合实训室、模具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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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钳工实训室。
（二）合作企业基本情况及用人需求
1.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司
该公司创建于 1985 年，是一家集模具设计、模具制造、铝、锌、镁合金零
件压铸、镁合金周边设备制造、精密机械加工、表面处理为一体的专业制造公司，
为汽车、电动工具、燃气用具、纺织机械等行业提供各类精密压铸模具、压铸及
精密机械加工零部件，是国际著名公司“BOSCH”、“SIEMENS”、"Continental"、
“TRW”、
“PANASONIC”、
“TTI”、
“BEHR”、
“Borgwarner”、
“Donaldson”的指定配
套供应商。
用人需求为 3-4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压铸工艺。
2.宁波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创业于 1992，是中国压铸模骨干企业联合体成员单位,系中国最大压
铸模具企业之一。公司现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大型、精密、复杂压铸模具的设计、
开发、制造为主，具有极强的研发能力。公司拥有包括压铸模具高级工程师在内
的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30 人，占公司人员的 28％。 公司先后引进了包括世界
上最先进的德国 DMG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东芝大型卧式加工中心、夏米尔慢走丝
线切割、龙门磨床、400 吨合模机等一批高、精、尖设备；同时公司拥有包括金
属材料金相分析仪、金属探伤机、冲击试验机、大型三座标测量机、铝料直读光
谱仪、铝料硬度计、X 光探伤机、拉力试验机等从模具制造到试模样件各个环节
的检测设备，并于 2003 年底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用人需求为 4-5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品质管理、压铸工艺、模具商务。
3.宁波埃利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该公司始创于 1984 年，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以汽车零件压铸模
具研发、制造、销售为主导的经营体系，已开发的产品，覆盖了 200-3000 吨压
铸机使用的铝、镁合金压铸模具。我们着力打造专业的压铸模具制造企业以及为
顾客提供完整的个性化解决方案，硬件方面包括（高速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
慢走丝线切割机床、大型电火花机床、三坐标测量机等多种高精度的模具制造、
检测设备）；软件方面包括（完整的 CAD/CAM/CAE 正版软件，CAD/CAM/CAE 技术
在开发和制造过程中的应用）。
用人需求为 4-5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压铸工艺、模具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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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盛技机械始建于 90 年代初，经过 25 年的淬炼、积累与发展，俨然是技术
精湛，品质可靠的象征——设计精道独特、制作精细、唯专唯精。在成形复杂、
气密性要求高、尺寸精准的各类大小压铸模具制造中，盛技体现了高品质、高
精度、高效率、低故障。盛技备有全套精密、精良的加工设备；先进、合理、
规范的生产制造工艺。所制造的模具无论是精密度，耐用性和使用寿命上都不
亚于进口模具。盛技制作的压铸模和切边模常年出口德国 、美国、法国、澳
大利亚、墨西哥等发达国家。
用人需求为 4-5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数控编程，加工工艺。
5.宁波金耀机械有限公司
该公司创建于 2007 年，是以各类高难度压铸模、塑料模、冲压模的设计、
开发、制造为主的专业模具厂。企业拥有高精度 CNC 加工中心，配套了数控电
火花机、数控线切割机及通用加工设备，提高了制模质量和交货期，同时采用
CADCAMCAE 技术对模具进行设计制造、加工、年生产能力达 150 套。压铸机 6
台 1250T、800T、500T/2 台、280T、180T。公司积极引进一大批具备优秀品质
及丰富模具设计制造经验的技术人才，并全面贯彻实施 ISO9001 质量体系标准。
用人需求为 3-4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压铸工艺，项目管理。
6.宁波港腾塑业制造有限公司
该公司创建于 199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塑料模具与塑料为一体的股份
合作制企业。企业拥有先进的 CAD/CAM/CAE 系统，拥有强大设计、制造、管理
队伍，掌握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模具设计、制造的标准和经验。公司一期
工程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 6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2000 余万元，
塑料模具年生产能力 1500 万元，塑料产品年注塑能力 1800 万元；公司二期工
程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正在筹建中。公司拥有 MAKINO 高速加工
中心，多功能深孔加工机，线切割机，大型立式合模机，高精度数控火花机；
并拥有 4000g-400g 不等注塑机数十台。
用人需求为 3-4 人，需求岗位为模具设计、项目管理。

二、项目建设目标和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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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目标
1、形成地方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现代学徒制”长效机制，为当
地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持续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形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供同类院校和专业参考，申报省级
教学成果奖；
3、构建行动导向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5 门岗位课程；
4、提高学生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薪资水平比同类院校学生高出 20%；
5、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培养，缩短模具专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周期；
6、形成基于产业园区模具企业集群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的成果。
（二）重点建设内容
1.形成地方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现代学徒制”长效机制
为了更好服务于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企业对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政府通过积极倡导与支持，形成
企业和学校开展联合招生、分段育人，形成地方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现
代学徒制”长效机制。
2.形成“双主体育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校企“双向”培养。
通过校企联合培养管理，合作企业兼职教师直接参与教学，按照企业真实的
技术和装备水平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训课程，依据生产服务的真实业务流程设计
教学空间和课程模块，实现校企一体化协同育人。
3.制定“双证融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将“模具设计师”高级证书、“模具制造工”高级证书与模具专业的人才培
养方案相结合，将“模具设计师”和“模具制造工”职业资格标准细化，按照职
业资格标准重新设计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建立课程教学和企业一线技术的反馈
机制，提高专业教学对技术进步的反应速度，实现学历证书考试与高级工、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标准对接，职业教育制度与技工培养制度衔接。
4.构建行动导向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5 门岗位课程。
共建行动导向的课程体系，实施“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方法。共同制订
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校企共同建设基于工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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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专业课程和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基于岗位工作内容、融
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模具钳工实训》等 5 门岗位课程。
5.校企共同构建课程内容及结构
①课程结构
课程
性质

通
识
必
修

专
业
必
修

专
业
选
修

通识
选
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德素养 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体育（体质健康测试）、心理与卫
身心素养
生教育、军事与安全教育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程教育
职业素养
或管理素质训练、创新创业
大学英语、应用数学、大学信息
文化素养
技术基础
专业基础课 工程识图与制图（装配）、电工技
程
术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计算
机绘图、零件测量与公差配合
专业课程

学分
8

小计 学分
学分 占比
33
21%

11
4
10
8

49

31%

23

15%

2
16
14-16
（ 网 络
课 程 学
分 不 超

10%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机械设计基 19
础、机械制造基础、塑料成型工
艺与模具设计、冲压成型工艺与
模具设计、压铸成型工艺与模具
设计

综合实践课 机械零件普通加工、机械零件数
程
控加工、专业导学、顶岗实习、
毕业综合实践
专业选修课 模具 CAD/CAM 技术应用、模具拆
程
装与测绘实训、模具制图、产品
创新设计、逆向工程、模具制作
与装配、特种加工技术、成型设
备使用与维护、模具专业英语、
模具设计师实训、模具结构设计
评审、模具报价与成本核算、塑
料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训、冲
压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训、压
铸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训
人文类
——
其他类（含
网络课程如
——
尔雅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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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校企
合作
必修
企业
必修

企业
选修

校企合作课
产品 3D 造型及结构设计、模具 3D
程
设计及模流分析
轮岗实践

顶岗实习

②专业课程内涵
目标 工作
岗位 任务
模 具 制件 知识
设计 成形
工艺
分析

能力

素质
模具 知识
结构
设计

能力

过 4 学
分）
8
8

入职培训及生产安全教育、模具 17
钳工实训、加工中心操作实训、
模具特种加工实训、模具 2D 制图
与 3D 造型实训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线切割编 12
程及操作、电火花编程与操作、
模具维修及管理、试模及成型生
产、模具质量检测与控制、工装
夹具设计、产品结构设计、模具
项目管理

17

11%

12

7%

职业能力
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零件三视图、局部
视图和剖视图的表达方法；公差配合的基本概
念、精度；形位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基本概念；
冲压模的基本结构、特点、概念、分类；冲压成
型工艺；塑料及其分类、常 用 塑 料 的 名 称
与 代 号；注射成型工艺过程、特点；压铸成型
工艺；压铸模具基本结构、特点。
能采用正确的视图表达方式表达零件结构；能正
确标注零件图的尺寸及技术要求；能合理选用公
差与配合的精度；能够掌握冲压工艺与冲压模具
设计的基本技能；能够把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设
计简单复合冲压模；能够进行塑料模具结构设
计；标准模架和标准件的选用；分析压铸产品的
工艺性，并能找出工艺难点；能够独立设计中等
复杂程度的压铸模。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平面连杆机构；螺纹连接与螺旋转动有关计算；
轴结构设计；冲裁凸模的装配与固定；复合冲裁
模的基本概念、、结构、分类；浇注系统的组成、
类型、设计；注射模模架标准；压铸模浇注系统
设计、溢流及排气系统设计；压铸模的模架结构。
能计算机构自由；能够合理设计轴的结构；能够
掌握冲压工艺与冲压模具设计的基本技能；能够
把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设计简单复合冲压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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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科
目）
工程识图
与制图、
零件测量
与公差配
合、冲压
成型工艺
与模具设
计、塑料
成型工艺
与模具设
计、压铸
成型工艺
与模具设
计

机械设计
基础、冲
压成型工
艺与模具
设计、塑
料成型工
艺与模具
设计、压

素质
技术 知识
文件
编制

能力

素质
模 具 模具 知识
加工 材料
选用
及热 能力
处理
素质
模具 知识
加工
工艺
编制 能力

素质
数控 知识
编程
及加

够根据制件的工艺特点，进行塑料模具结构设
计；中等复杂塑件 2D 排位设计；根据压铸件的
特点确定压铸模具结构方案；能够独立设计中等
复杂程度的压铸模。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装配图纸的基本识读方法；
公差与配合的基本规定；表面粗糙度等级的选
用；常用金属材料的性能、牌号；常用模具钢的
热处理工艺规范；计算机绘图基础；计算机绘图
的基本命令；零件的三维造型方法；零件基本特
征的建模方法。
能采用正确的视图表达方式表达零件结构；能采
用正确的视图表达方式绘制一般难度的装配图；
能合理选用公差与配合的精度；能够查表，标注
零件的尺寸公差；对各种模具材料特性进行分
析、对比；根据加工零件及生产条件选用合适的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工艺；正确使用 CAD 软件绘制
零件、组装图；运用建模命令对中等复杂程度产
品进行造型和分模；利用 UG/制图模块将三维模
型转化为模具 2D 总装图、型芯型腔和主要零件
加工图。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常用金属材料的性能、牌号；常用金属材料的选
用；常用模具钢的热处理工艺规范；钢的四种热
处理工艺。
对各种模具材料特性进行分析、对比；根据加工
零件及生产条件选用合适的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工艺。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机械制造工艺规程基本知识；机械制造中的工艺
基准；编制工艺规程的原则；机械加工工艺路线
的制定。
能根据某一零件的结构特点及性能要求，初步具
有选用材料、确定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
选择机床、刀具及刃磨普通常规刀具；简单夹具
设计；制定一般零件加工工艺。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数控编程基础知识；加工中心结构和操作流程；
电火花加工的基本知识；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3B
指令的编制；模具装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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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成型工
艺与模具
设计

工程识图
与制图、
零件测量
与公差配
合、模具
材料及热
处理、计
算 机 绘
图、模具
CAD/CAM
技术应用

模具材料
及热处理

机械制造
基础、模
具钳工实
训

机械零件
数 控 加
工、模具

工

模 具 模具
装 配 钳工
与 调
试

普通
机加
工

电加
工

工装
夹具
制作

模具
装配

能力 能够计算节点坐标，手工进行数控编程；能够独
立操作加工中心完成典型零件加工；能够进行电
加工的编程及程序导出；能够进行线切割机床常
规操作；能够进行电火花机床常规操作。
素质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知识 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方法、特点；影响模具零件
加工精度的因素、措施；模具零件的钳工加工特
点。
能力 能读懂装配工艺并装配简单模架；能手工制作配
合零件，并达到（IT9）配合精度；能制作简单
研磨工具对孔进行研磨；能对模具成形零件进行
研磨和抛光，研磨精度达到≤IT8 级，抛光粗糙
度达到 Ra≤0.4μm。
素质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知识 模具零件的外圆车削加工；模具零件的镗孔加
工；模具零件的铣削加工及曲面铣加工；模具零
件的磨削加工。
能力 能读懂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能选用划线工具
完成模板等零件的划线；能刃磨标准麻花钻头、
能钻、铰 IT8 及以下精度孔；能使用普通机床完
成。
素质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知识 电火花加工的基本知识；电极的选用及损耗；提
高型腔电火花加工效率的措施；电火花线切割加
工 3B 指令的编制。
能力 能够进行电加工的编程及程序导出；能够进行线
切割机床常规操作；能够进行电火花机床常规操
作。
素质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知识 机械制造工艺规程基本知识；夹具的定位原理和
分类。
能力 能根据某一零件的结构特点及性能要求，初步具
有选用材料、确定毛坯成形方法、零件加工方法；
选择机床、刀具及刃磨普通常规刀具；简单夹具
设计；制定一般零件加工工艺。
素质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知识 模具装配工艺；模具凹、凸模装配精度、模架装
配。
能力 能读懂冲孔模、落料模等简单模具装配工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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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
技术应用
（编程+
加工）

模具制作
与装配、
模具钳工
实训

机械零件
普通加工

特种加工
技术

机械制造
基础、工
装夹具设
计

模具制作
与装配

素质
知识
模具
能力
表面
处理
素质
成
设
调
及
艺
计

型
备
试
工
设

产品 知识
成型
工艺
分析
能力

素质
选择 知识
使用
成型
设备
能力

素质

程；能装配冲孔、落料类复合模具的凸（凹）模；
能读懂单腔塑料模具装配工艺规程、能装配单分
型面等较简单注射模；能装配整体式及组合式型
腔、型芯（拼合零件数≤3）。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表面粗糙度等级的选用；常用金属材料的性能、
牌号；常用金属材料的选用；常用模具钢的热处
理工艺规范。
对各种模具材料特性进行分析、对比；根据加工
零件及生产条件选用合适的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工艺。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冲压模的基本结构、特点、概念、分类；冲压成
型工艺；塑料及其分类、常 用 塑 料 的 名 称
与 代 号；注射成型工艺过程、特点；压铸成型
工艺；压铸模具基本结构、特点。
能够掌握冲压工艺与冲压模具设计的基本技能；
能够把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设计简单复合冲压
模；能够根据制件的工艺特点，进行塑料模具结
构设计；标准模架和标准件的选用；根据压铸件
的特点确定压铸模具结构方案；能够独立设计中
等复杂程度的压铸模。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冲床的型号、结构及特点；冲裁力的计算；注塑
机的型号、结构及特点；锁模力计算；压铸机的
分类、型号、结构及特点；锁模力计算及充满度
计算。
能够合理选择冲床；能够正确计算冲裁力；能够
合理选择注塑机；能够正确计算锁模力；能够合
理选择压铸机及压射冲头；能够计算压铸机锁模
力及充满度。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编制 知识 冲压工艺参数校核；冲压模具安装、调试的基础
成型
知识；注塑工艺参数（压力、速度、时间、温度）；
工艺
注塑模具安装、调试的基础知识；压铸工艺参数
及参
（压力、速度、时间、温度）；压铸模具安装、
数设
调试的基础知识。
置
能力 能够优化冲压工艺参数；能够进行冲压模具的安
装与调试；能够合理设置注塑工艺参数；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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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材料
及热处理

冲压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塑料
模具设计
与制造综
合实训、
压铸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
冲压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塑料
模具设计
与制造综
合实训、
压铸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
冲压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塑料
模具设计
与制造综
合实训、

素质
模具 知识
试模

能力

素质
模 具 质量 知识
生 产 管理
管理
能力
素质
模具 知识
生产
管理 能力

素质

行简单注塑模具的安装与调试；能够优化压铸工
艺参数；能够简单安装、调试压铸模具。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气动及液压基础知识；气动及液压的基本元件；
气动及液压的基本回路；电工基础知识及安全用
电知识；通用设备常用电器的种类及用途；机床
电器控制与原理。
能够连接简单的液压和气压回路；能够合理选用
液压元件；能够描述通用设备常用电器的种类及
用途；能够掌握机床电器控制与原理；能够安全
用电。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企业的质量方针；岗位的质量要求；岗位的质量
保证措施与责任。
能够掌握企业的质量方针；能够掌握岗位的质量
要求；能够掌握岗位的质量保证措施与责任。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产品常见的缺陷及解决措施；产品常规检测方法
及检测设备的操作方法。
能够掌握模具生产的工艺流程；能够对产品缺陷
进行分析并能提出解决方案；能够使用常规检测
设备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
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诚信守纪、刻苦钻研、沟
通交流。

压铸模具
设计与制
造综合实
训
液压与气
压传动、
电工技术
应用

质量管理

模具质量
检测与控
制

6. 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校企共同组建“现代学徒制”教学团队，通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兴趣，同时通过互补，促进教学团队共同提高。
完善双导师制，建立健全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形成校企
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合作企业要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
担任师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
相应的带徒津贴。

三、项目实施步骤
序号

建设时间

1

2015 年 9 月至

工作内容
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企业共同分析企业典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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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位与人才规格需求，确定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确定
对接企业岗位标准与课程、制定学徒制试点专业实施
过程。
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探索现代学徒制运

2

2016 年 1 月至
6月

行管理机制。校企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建立双导师教学实施团队，制定教学实施管理
办法及师生评价标准。校企共同制定招生招工方案，
制定相关课程标准，与学徒制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在学校以学习理论以及基本的技能为主，在企业
以“模具钳工实训”为主，分别安排在模具钳工等岗
位进行体验性学习，了解模具结构及基本的钳工知识、

3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

孔和螺纹的加工。并邀请企业的专家到学校来给学生
讲解企业的文化、模具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内容，让
学生提前感受企业，为以后作好准备。开设《产品 3D
造型及结构设计》、《模具 3D 设计及模流分析》课程，
在企业进行入职培训及生产安全教育与模具钳工实
训。
双导师指导实施岗位课程教学，校内进行专业核
心课程学习与核心能力培养，通过校内的 4 周“机械

4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7 月

零件数控加工”以及在企业进行轮岗实践教学 4 周的
“加工中心操作实训”，掌握所有模具加工设备的基本
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开设《机械零
件数控加工》、《产品 3D 造型及结构设计》、《模具 3D
设计及模流分析》、《加工中心操作实训》课程。
按照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企两地教

4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

学，在企业进行轮岗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
能力，实施校企共同评价。通过校内开设《塑料模具
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训Ⅰ》，每个学生完成一副铝合金模
具设计与制造，通过 4 周《模具特种加工实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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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程，学生获取模具制造工（中级）证书。
校内开设《塑料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训Ⅱ》课
5

2018 年 3 月至 程，每个学生完成一副较复杂铝合金模具设计与制造，
2018 年 7 月

同时通过 4 周下企业“模具特种加工实训”，考取模具
设计师（三级）证书。
安排学生在进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培养，培养学
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岗位综合实践能力。总结现代学

6

2018 年 9 月至 徒制运行体制与机制，完善企业实践教学体系及企业
2019 年 7 月

导师制制度，总结完善相关制度，根据企业实际岗位
工作内容修订岗位课程，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优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与相关考核评价标准。

四、项目建设的预期成果
1、形成地方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现代学徒制”长效机制，为当
地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持续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形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供同类院校和专业参考，申报省级
教学成果奖；
3、构建行动导向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5 门岗位课程；
4、与合作企业共同完成学徒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岗位工作任务书的开发，
形成丰富、全面、完整的教学资源；
5、提高学生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薪资水平比同类院校学生高出 20%；
6、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培养，缩短模具专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周期；
7、形成基于产业园区模具企业集群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的成果。

五、质量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1）现代学徒制教学班的企业负责人对课程教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
巡视,做好相关记录和协调工作,并作为考核双导师的重要依据。
（2）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不定期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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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组织学生座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并存档备查,以作为考核“双导
师”的重要依据。
（3）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学徒的课程任务训练完成
情况抽查(包括训练任务名称、训练时间、导师指导记录),学徒个别访谈。
（4）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岗位培养教学情况进行抽
查和学徒访谈,抽查的重点是企业导师对学徒的培养计划和培养记录；学徒访谈
主要是抽样个别座谈。
（5）现代学徒制班级学徒负责人对集中讲授和企业培训课程教学的学员考
勤,收集学员对课堂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填写学校统一
制定的课堂教学日志。
（6）对可能影响或明显影响课程教学的问题,先由企业协调解决,必要时,
校企双方共同讨论解决影响教学的有关问题。

六、项目建设的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模具专业与合作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学生实施共
同管理，模具专业以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为依据，把好教学质量关；企业根
据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和员工管理，将质量体系等职业要素导入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确保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定位的顺利实现。经协商，双方将在师资、
实训基地等方面实现高效共享。
（1）专业成立现代学徒制的教学团队
为保障对“现代学徒制”学生的教学管理，专业计划配备专门的教师对接“现
代学徒制”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同时和思政相结合，借助团委的力量，对学生
的思想动态进行及时跟踪反馈。
（2）企业成立现代学徒制的项目小组
合作企业由人力资源部牵头，由各学徒制所在部门主管的成立项目组，负责
学生的安全、企业实践教学的执行及阶段考核等。
2、师资保障
（1）加强“现代学徒制”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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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现代学徒制”教学团队，鼓励老师到合作企业锻炼，整体提升“双
师型”师资队伍水平；发挥专业带头人在专业建设，培养体系、课程体系、教学
体系改革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按照生产实践经验丰富、技术水平精
湛、指导能力强的要求，聘请一批企业能工巧匠、技术能手担任学徒的师傅，在
技能实训、顶岗实习、职业资格培训等实践教学环节发挥作用。
（2）配备思政教学人员，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模具专业与思政相结合，在团委的支持和积极参入下，定期对学生在企业的
思想动态及时反馈，在思想上积极正确引导学生。
3、设施条件保障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模具专业建有包括国家职业教育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国家机械手技术实训基
地、浙江省现代制造技术实训基地等 8 个校内实训基地，为学生的基本训练和企
业的补充训练提供了条件。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模具专业分别与 6 家合作企业共同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如与宁波勋辉电器
有限公司建立了“压铸成型工艺实训基地”，开展“压铸模具设计与制造”等课
程的现场教学提供了场所。
4、资金保障
学院将实施专款专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保证“现代学
徒制”教学经费能够满足岗位课程开发、教学设施配备、教学资料、教师培训、
学生实践等经费需要。
5、制度保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制定了“现代学徒制”相关制度，包括“现代学徒制“双导师”
教师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日常教学管理暂行办法”等，对模具专
业人才培养的合作方式、培养过程、质量监控与评价等做出明确规定，保障四年
制人才培养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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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机电一体化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
一、试点专业及合作企业
试点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企业名称 1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

虞文贤

电子邮箱

451698213@qq.com

联系电话

0574-87301637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2

参
与
企
业

宁波摩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负责人

宋星亮

电子邮箱

mkrobot@163.com

联系电话

13605886913

邮政编码

315800

企业名称 3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世忠

电子邮箱

xuyu@airtac.com

联系电话

18768561672

邮政编码

315500

企业名称 4

宁波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负责人

张

联系电话

沐

13136375005

企业名称 5

邮政编码

315800

宁波力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玉珠

电子邮箱

zongban@nblilong.com

联系电话

0574-86108244

邮政编码

315800

出生年月

1972.01

耿金良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主
要
成
员
（不

zhangmu@Geely.com

负责人

姓名
负
责
人

电子邮箱

性别

男

教授/专业主任

13486629458

电子邮箱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范进桢

男

1964.05

教授

陈子珍

男

1970.11

最终学历/学位

副教授/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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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工程硕士

1664942198@qq.com
分工
总协调
人才培养机制与
课程体系建设

签名

超
过
5
人）

马

1963.05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彬

男

沈鑫刚

男

1978.02

副教授

陈海亮

男

1975.06

工程师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
宁波吉利汽
车有限公司

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建设
课程建设与实施
企业实践教学与
管理

二、试点专业及合作企业基本情况
（一）试点专业基本情况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于1999年开始招生，在省内同类院校开设较早；2006
年通过教育部教改试点专业评估；浙江省特色专业；中央财政支持的先进制造技
术实训基地建设专业；宁波市服务型教育---机电装备制造专业群重点建设专业。
现有国家级数控加工实训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FANUC数控系统应用中心、
永宏电机工程应用中心、机械部件拆装实训基地、机电气自动控制与机械手的多
功能实训室、GE智能控制平台应用中心、液压系统安装与调试实训室专业通用
技能训练实训室15个。实验实训设备价值达6000多万元。
（二）合作企业基本情况
宁波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单位、中国轻工
机械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是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TIPS）认定的中国优秀民
营企业，并率先通过了 CE 认证、IS09001---2000 版质量体系认证。目前集团公
司拥有总资产 100 亿元，资信状况 AAA 级，2011 年实现产值 104 亿元。总公司
占地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拥有正式职工 6700 多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注塑机
生产基地。产品批量出口美国、欧洲、南美州、中东、东南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产量和销售额居中国同行业首位。公司在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意大利、
土耳其开设了境外公司和组装厂，以五个海外公司为中心， 辐射周边国家和地
区。公司成立北化研究中心，走上了塑机生产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实施跨行
业发展的战略远景。
宁波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汽车行业十强中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产
经营企业，始建于 1986 年，经过二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在汽车、摩托车、汽车
发动机、变速器、汽车电子电气及汽车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业绩。公司进入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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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资产总
值达到 105 亿元，连续四年进入全国企业 500 强，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 50 年发
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跻身于国内汽车行业十强。宁波建有发动机研
究所、变速器研究所，在路桥建有电子电气研究所。拥有较强的轿车整车、发动
机、变速器和汽车电子电器的开发能力，每年可以推出 2-3 款全新车型和机型。
在汽车造型设计开发、发动机、变速器和汽车电子电气设计开发方面拥有行业顶
尖的技术专家和技术力量，被评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高新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在教育产业、产品研发、技术质量、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方面
发挥了重大作用。
宁波摩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机器人控制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智
能自动化生产线研发、设计、软件的开发，销售制造和服务高科技企业。公司核
心团队成员积累着在机器人、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研发的丰富专业知识经验，与
高校、科研机构形成良好的战略合作，是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成套自动化
装备系统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与服务商，公司主要产品为经济型机器人系列，
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多轴机械手等中高端自动化装备。
宁波力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不锈钢自动扶梯梯级和人行道踏板的研
发， 生产专家。拥有从模具，注塑直到总装的完全设备和技术知识，具备年生
产 100 万级不锈钢梯级的生产能力。强大的开发团队能在短时间内满足特定市场
对产品的个性化要求，企业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保证了其产
品的高质优价。公司以专业化、标准化、 模块化和系列化为产品理念，以勇于
创新，果敢变革，持续提高为企业理念，创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扶梯梯级制造基
地，并力争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公司注重人才培养，提供一些好学且有潜能
的人才赴外学习机会。

三、重点建设内容与实施步骤
（一）建设内容
1、校企共同制定机电一体化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实践
双主体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共同培养面向机械生产和应用企业，在生产、服务第一线能从事数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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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编程、操作、装调和维护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组织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2、校企共同进行教学计划的制订和共同开发课程体系
成立双主体育人教学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海天学院领导、企业负责人、专
业主任、相关课程小组负责人及海天集团生产技术部门相关岗位的业务骨干等组
成。参照原“海天订单班”的教学计划，根据企业岗位职业技能要求，由校企双
方共同制定教学方案。根据企业岗位要求，确立技术技能标准与素质要求，明确
培养的方法、过程与手段，形成教学方案体系。根据岗位职业能力，确定培养岗
位、制定培养标准和考核方式考核目标，按照从学徒、初始岗位、技术骨干及基
层管理岗位的升迁路线，确定知识+技能训练、技术提升的路径，以企业生产实
际过程编写教材和训练手册，由校企双方教师共同确定课程标准、课程模块，形
成学徒制的课程体系。
3、结合现代学徒制试点，深化中高职“五年一贯制”衔接，联合合作企业，
由我校牵头，统筹制定现代学徒制与中高职一体化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分段
组织实施。实现学历证书考试与高级工、技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标准对接，职业
教育制度与技工培养制度衔接。获得德国 IHK 机电一体化师证书，可编程控制器
或维修电工（高级工）等职业资格证书；
4、课程结构及课程内容
① 课程结构
课程类别
道德素养
通
识
必
修

身心素养
职业素养
文化素养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机电一体
化通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 10
政策
体育（体质健康测试）、大学生心理健康、
9
军事与安全教育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管理素质训练、创
4
新创业
大学英语、应用数学、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10
工程识图与制图 I
3
电工技术应用与测量
4
液压与气压传动
2
计算机绘图
3
零件测量与公差配合
2
安全生产操作规范（企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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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学分

学分
占比

33

24.53%

50.5

37.55%

专
业
能
力
课
程

学
徒
制
岗
位
课
程
实
践
课
程
通
识
选
修

电气控制
类课程
制造类
课程
自动化类
课程

电控岗位
汽车制造
与生产管
理岗位
自动化制
造系统维
护岗位
企业实践
课程

企业文化与专题讲座（企业）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电子技术应用
⊕PLC 技术与应用
工程识图与制图 II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制造工艺与机械零件普通加工
工业机械手设计
⊕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系统应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调试
工业以太网系统应用
电力电子与变频驱动技术
伺服驱动与控制
电控岗位实践（企业）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机械零件数控加工
工业工程（企业）
制造岗位实践（企业）
ABB 机器人 IRC5 电器原理
ABB 机器人 IRC5 基础编程
SIMATIC S7300/400 编程
自动化制造系统岗位实践（企业）
专业综合项目设计与实践
企业岗位课程综合实践
企业项目项目设计与实践（毕业设计）

人文类
活动类
其他类

——
——

职业能力

35

26.02%

16

11.90%

3
2
2
12

——

② 专业课程内涵
目 标
工作任务
岗 位

2
5
2.5
4
3
3
4
2
5
3
2
2
2
3
3
2
3
3
3
4
3
2
4

课程（科目）

机械
零部
件生
产与
加工

机床的操作；
刀具的选用与刃
磨；
工件的装夹；
零件测量；
机加设备的日常
维护；

知
识

机械零部件生产与加工

能
力

机床的操作、工件的装夹与 机 械 零 件 普 通 加
零件测量测绘、图样绘制与 工与数控加工；
设计
机械制造基础；

素
质

机加设备的日常维护

机械
产品
装配

机械部件的组装
与调试；
电气部件的组装

知
识
能

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创新 机 械 零 件 设 计 与
革新、信息处理
综合训练；
机械与电气的组装与调试； PLC 技术与工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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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
试与
产品
设计
加工
工艺
编制
与工
装设
计

工业
机器
人

与调试；
零件测绘；
零件图样绘制；
零件设计；
零件工艺性审查；
工艺流程方案的
初定；
工量具的选用；
设备的选用；
工序卡片的编
制；

力

能
力

用；
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创新 零 件 的 计 算 机 辅
助设计；
革新、信息处理
机械设计基础；
工量具的选用、工序卡片的
编制；
零件工艺性审查能力；
机械制造基础；

素
质

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创新
革新、信息处理

知
识

编程、调试与系统集成

素
质
知
识

模拟、编程、调试、 能
力
操作、销售
素
质

测绘与调试

模拟、编程、调试、操作能 工 业 机 器 人 应 用
力
与调试
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创新
革新、信息处理

③ 企业岗位课程内涵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1.IRC5 机器人系统介绍；2.IRC5 机器人中各电气模块功能及原理
ABB 机器人
介绍。包括电源系统、计算机系统、驱动系统、总线与 I/O 系统、
IRC5 电器原理 冷却系统、安全面板和 SMB 系统；3.电路图讲解；4.机器人中各电
气模块维护保养注意事项。
1.机器人安全操作；2.ABB 工业机器人系统介绍；3.手动模式下的
机器人操作；4.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统；5.RAPID 编程语言介绍及其
ABB 机器人
基本指令；6.不/O 信号介绍及配置；7.机器人系统重启指令介绍；
IRC5 基础编程
8.程序保存，系统备份；9.机器人系统配置及安装；10.校正方式
介绍。
1.介绍可编程程序控制器和编程设备的性能特征；2.介绍 PLC 的装
配与安装；3.用 STEP7 工具软件对 CPU 与模板进行组态与参数化；
simatic
4.介绍 SIMATIC S7 程序的结构、生成、文档和运行；5.使用符号
S7300/400 综 地址和绝对地址；6.编程所需的基本指令；7.处理数据类型、数据
合课程
存贮与归档；8.编辑和调用程序块；9.使用中断控制程序；10.处
理模拟模板和模拟量值；11.故障诊断；12.介绍 PROFIBUS DP 现场
总线；13.介绍 HMI 人机接口；14.介绍 Micromaster 变频器。
1.PROFINET IO 组态及编程基础和 PROFINET RT&IRT 基础；2.通过
工业以太网系 PROFINET 网关设备集成传统的 DP 系统；3..PROFINET IO 网络安装；
统课程
4.SCALANCE X 交换机的组态及简单配置；5.PROFINET 网络诊断；
6.基于 PROFINET 网络的 S7 通讯；7.基于 CP 的开放式以太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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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基于 CU PN 接口的开放式以太网通讯.

通过此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选择和评价设备，能够掌握维护保
养设备的一般知识，懂得维修设备的基本过程和安全事项，熟悉设
设备管理课程
备的日常管理知识，及设备改造、更新、大修相关知识。可以冲压
设备（四立柱压机）为例。

（二）实施步骤
序号

建设时间

工作内容
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企业共同分析企业典型岗

1

2015 年 9 月至 位与人才规格需求，确定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确定
12 月

对接企业岗位标准与课程、制定学徒制试点专业实施
过程。
制定现代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双导师

2

2016 年 1 月至 教学实施团队，制定教学实施管理办法及师生评价标
6月

准，校企共同制定招生招工方案，制定相关课程标准，
与学徒制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完成现代学徒制招生，每位学生指定企业指导师
傅与校内专业导师，按照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

3

2016 年 9 月至 施校企两地教学，在校内进行学生通用能力培养，安
2017 年 7 月

排学生到企业由企业指导师傅指导岗位实践，进行职
业文化素养与岗位基本作业能力培养，开发岗位课程，
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对接。
双导师指导实施岗位课程教学，校内进行专业核

4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

心课程学习与核心能力培养，在企业进行轮岗实践教
学，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实施校企共同评价，
探索学徒制企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企业指导师傅队
伍建设，以及学徒制培养体制机制建设等。

5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7 月

安排学生在进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培养，培养学
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岗位综合实践能力。总结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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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运行体制与机制，完善企业实践教学体系及企业
导师制制度，总结完善相关制度，根据企业实际岗位
工作内容修订岗位课程，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优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与相关考核评价标准。

四、项目建设预期成果
1、形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体制与机制，制定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
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徒管理办法；
2、形成机电一体化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3、校企共同开发完成切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岗位课程；
4、建立完善的“双导师”制，形成校内与校外导师相结合、学徒师傅与岗
位师傅相结合的有效运行机制；
5、与合作企业共同完成学徒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岗位工作任务书的开发，
形成丰富、全面、完整的教学资源；
6、形成基于大型企业订单培养的机电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成果总结。

五、质量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1、现代学徒制教学班的企业负责人对课程教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巡
视,做好相关记录和协调工作,并作为考核双导师的重要依据。
2、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不定期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听
课、组织学生座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并存档备查,以作为考核“双导师”
的重要依据。
3、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学徒的课程任务训练完成情
况抽查(包括训练任务名称、训练时间、导师指导记录),学徒个别访谈。
4、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岗位培养教学情况进行抽查
和学徒访谈,抽查的重点是企业导师对学徒的培养计划和培养记录；学徒访谈主
要是抽样个别座谈。
5、现代学徒制班级学徒负责人对集中讲授和企业培训课程教学的学员考勤,
收集学员对课堂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填写学校统一制定
的课堂教学日志。
6、对可能影响或明显影响课程教学的问题,先由企业协调解决,必要时,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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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同讨论解决影响教学的有关问题。
六、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1、学校设立现代学徒制建设专项经费，校企共同积极研究和探索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学校将设立专项资金 100 万元，支持试点专业开展学徒制
项目，该资金实施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企业教师的课时津贴、学生企业实训往返
交通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开发费、制度建设等；企业为学生购买意外险。
2、共享紧密合作的骨干企业人力、设备资源，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基地和校
外企业实训实习岗位等教学资源，形成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
制。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和完善试点专业现有的校内实训基地，做好基础性实
训设备与企业生产设备的衔接工作。重点支持试点专业教科研项目，在教科研项
目立项，专业经费投入，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实训室建设，师资培训，设备购
置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现代学徒制建设各项工作考核
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现代学徒制建设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3、建设专兼结合的、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制订劳
模、技能大师、首席工人等在内的双导师管理办法，建立校企共同遴选、培养、
互聘、考核机制，明确薪酬津贴标准，以及导师岗位责任制度。学校参与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的教师，教学工作量将另行计算，保障教师往返企业的交通费，并
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
4、做好“双证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围绕技师
培养结构化课程，校企开发素材、课件、模块、课程四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的教学资源体系，建设资源共享的应用平台，支持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5、针对现代学徒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点，校企共同建立工学结合的教学
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共同实施培养过程
管理。重点包括完善学徒培养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明确各方权
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权益保障等；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
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创新考核评
价与督查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多方参与的考
核评价机制；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保障学徒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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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定质量评价、监控标准及实施方案
根据现代学徒制实施需要，创新教学评价方法。在项目实训和企业岗位培训
环节，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外考官”，学校二级教学单位与企业共同成立现代学
徒制教学质量监控小组，共同管理学徒、师傅、教师的教学实施。结合顶岗实习
系统和大学生成长导图等信息系统进行督导监控和调整控制，通过对教学质量的
持续监督，定期收集有关教学工作质量、教学成果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在分析整
理的基础上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对教学行为及时调控，以稳定与提高教学
质量。逐步健全企业的岗位培训检查制度、听评课制度、培训质量分析制度、学
徒评教制度等质量监控制度，提高企业培训质量。校企双方要共同管理，形成一
个良好的质量监控循环网络，以确保教学与培训安全、规范、有序，确保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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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师”教师管理办法

现代学徒制是深度校企合作的一种方式,也是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
实现途径。采用“双导师”制度,即学员完成学业需有学校的专任教师和企业师
傅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实施岗位培养,即学生在不脱离工作岗位的条件下完成学
业。为了保证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教学正常运行和预定的教育教学质量目标,
优化调整专业师资队伍结构,规范企业导师聘任及学校导师的遴选,构建“双导
师”教学团队,根据现代学徒制的教学特点及教学的实际需要,特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
规定>的通知等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根据现代学徒制的教学特点，以保证现代学徒
制教学正常运行为目的，以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以探索现代学徒制
的运行机制为目标,充分调动校内专任教师参与现代学徒制的积极性,全面推动
我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二、“双导师”的聘任
(一)学校导师聘任条件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原则上要求具有现代学徒制所涉及的企业工作岗位的岗位工作经历,至
少要通过企业的现场调研熟悉所任课程涉及的岗位工作对知识、技能和基本素质
的需求。
(3)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4)业务基础扎实,具有承担本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识,能服从学校的教学管理,遵守企业和学
校的各项教学规章制度。
(6)年龄 60 岁以下,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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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导师的聘任条件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方针政策,身体健康的企业在岗员工。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意识,能服从学校的教学管理,遵守企业和学
校的各项教学规章制度。
(3)具备三年及以上企业岗位工作经历、大专以上学历,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者: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获得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中层及以上
领导职务。对企业推荐的具有五年以上岗位工作经验的优秀员工,可不受上述学
历、职称和职务的限制。

(三)聘任程序
(1)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所在的二级学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统筹制定
“双导师”聘任计划。
(2)二级学院与企业协商确定“双导师”人选,组织填写“现代学徒制双导师
聘任审批表”(一式三份),并根据“双导师”的聘任条件对任教资格进行审核。
(3)二级学院对拟聘用的“双导师”,经主要负责人和企业相关负责人同意后,
将“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聘任审批表”报教务处、人事处审批、备案。
(4)对经审批通过的“双导师”,由二级学院负责人与企业导师签订聘任协议,
并收集企业导师的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和
各种技能资格证书等复印件,建档备查。

三、“双导师”的工作职责
(一)学校导师
(1)担任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的学校导师,作为课程负责人,与企业导师加
强交流,密切合作,负责课程教学的设计与实施,完成对学徒的岗位技能基础课程
考试、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
(2)以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结果为依据,参考职业资格标准,学校导师作为主导
与企业导师合作开发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建立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标准,规范课
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合作编写适合现代学徒制教学的讲义或教材。
(3)严格执行学校和合作企业的有关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指导或协助企业导
师完成教学工作任务,负责收集整理教学过程规范文件,确保课程教学任务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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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积极到企业一线进行岗位实践,与企业导师进行教学研讨、教学经验交流,
熟悉企业工作流程及岗位工作任务。
(5)及时听取收集学徒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双向交流,及时与企业沟通解决问
题；不断调整完善教学方式方法,重要问题及时向二级学院和学校反映。
(6)协助学校和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学员进行职业素质教育,参与现代学徒制
班级的有关活动。
(7)积极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项目,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
(8)负责帮助企业导师填写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二)企业导师
(1)担任岗位技术技能课程和拓展选修课程的课程负责人,严格按校企双方
制订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教学,按要求完成对学徒的岗位技术技能课程考
试、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并提交相关教学文件。
(2)作为岗位技能基础课程的课程组成员,协助学校导师共同完成课程的设
计与实施;参与现代学徒制专业的教学研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体系构建、
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等工作。
(3)负责学徒毕业设计的指导工作,对毕业设计中涉及的生产故障、技术难点
进行具体指导。
(4)负责对学徒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企业文化等职业素质的养成教育。
(5)积极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项目,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
(6)负责提供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相关信息。

四、“双导师”工作待遇
(一)学校导师
学校导师到企业指导的差旅费和课时补贴由二级学院参照有关标准制订具
体方案，学校审核通过后实施，其中差旅费从现代学徒制课题经费中支出。

(二)企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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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中授课的课酬参照学校导师的标准,由二级学院与企业协商计付。
(2)岗位师带徒授课的课酬,由二级学院根据企业导师所带的学徒人数并结
合学徒的评价结果分级制定课酬标准。

五、“双导师”的培育
(一)培育原则
“双导师”培育坚持校企“互聘共培”的原则。“互聘”是指学校聘用企业
技术骨干作为现代学徒制企业导师,企业聘用学校骨干教师作为技术顾问;“共
培”是指学校对聘用的企业技术骨干进行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企业对学校骨
干教师的岗位技能进行培养,形成一支能适应现代学徒制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
教学考核评价的“双导师”团队。“双导师”团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相互合作、
相互学习、持续提升。

(二)培养目标与内容
1.培养的主要目标
近期目标:适应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需求;
具备为合作企业员工的岗位培训和技术升级攻关服务的基本能力,改善实施现代
学徒制专业的双师结构。
中期目标:提升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整体水平的提升不少
于一个级别,形成一支相对稳定、能为校企双方服务的高素质“双导师”团队。
长期目标:把“双导师”团队培养的成功经验推广应用到全校,从根本上解决
我校“双师”结构问题。

2.培养的主要内容
(1)职业教育理念的更新培训,主要包括国内外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向和
成功案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最新精神和解读,我校人才培养改革的理念、总体
思路和具体实现的路径。培养的核心重点内容是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理念。
(2)内涵建设方法的培训,重点内容是如何通过政行校企的多方协同合作,实
现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员工在岗培训和联合技术攻关的改革与创新,
以达到校企等多方的协同创新发展;深化完善从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入手,开
发基于工作任务的课程、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培训,推动整个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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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3)学校导师企业岗位能力提升培育,重点是熟悉与专业相关行业发展的现
状与趋势、合作的大型骨干企业生产情况、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遇到的主要问
题等。
(4)企业导师重点是执教能力的培训,主要是现代学徒制教学个人、教学文件
的撰写培训,课程的开发、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课堂教学常规培训。

六、“双导师”的考核与奖惩
(一)考核
现代学徒制教学实行“二级双轨”管理和学徒评价制度,“二级”是指开课
的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双轨”是指学校和企业按照现代学徒制教学的基本要求
分别实施考核,考核要纳入学校的常规考核之中,考核的结果记入“双导师”的业
务档案。考核细则参考学校现有的考核细则标准执行。

(二)奖励
(1) 专业教学实施方案、专业教学标准制定、专业课程资源开发等纳入现代
学徒制教研教改课题,下拨专项经费,并按教研教改项目的相关办法实施管理。
(2)学校导师到企业一线进行专业实践与锻炼,享受校内教师有关进修待遇。
(3)学校导师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进修、交流学习、培训等权利。
(4)企业导师申报校内外教研教改、科研课题,享受校内老师申报课题的同等
待遇;企业并为其教研教改、科研创造条件,提供支持。
(5)企业导师享受校内导师进修、交流学习、培训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企业
为其外出学习交流和培训等提供便利条件。
(6)企业导师具有校内评优、评先的资格,并享受学校教师同等的奖励,企业
对获奖励的企业导师给予企业岗位晋升的优先权。
(7)除享受学校、企业的奖励外,单列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团队评优评先项
目。

（三）处罚
(1)未按照本规定履行教学职责,视情节的轻重给予适当的处罚,并记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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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档案，作为学校企业评优评先资格审定的依据。
(2)未提供相关教学资料(课程设计、教学日志、考核资料和成绩等),每缺一
项扣除课酬的 10%,并不能享受“双导师”的一切奖励。
(3)学校和企业组织学徒完成的教学评价结果不合格,取消专项现代学徒制
评优、评先资格和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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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日常教学管理和学徒管
理暂行办法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是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也是校企融合一
体化育人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实用人才为目标,以适应社
会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升级对生产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为进一步规范现代学徒制日常教学和学徒管理,确保教学质量,依据现代学徒制
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内涵要求,结合探索实践的实际情况,特此修订本管理办
法。

一、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
（一）制订时间
每学年度第二学期,相关教学单位组织学徒制合作企业的专业人员,学校专
业负责人及专业教师遵循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流程制订(或修订)下一级学徒
制班级的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于学期末正式颁布。

（二）编制原则
(1)学校与企业按“双元育人”原则共同完成,学校主要负责职业素质基础课
程和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企业主要负责岗位技术技能课程与拓展选修课的编
制。
(2)体现岗位学习、岗位育人和岗位成才的理念。
(3)以人才培养定位为依据,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学员需求为目的,参照职
业资格证考核内容,突出岗位职业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4)根据培养岗位定向和企业的差异,同一年级,或同一企业内的不同年级,
其实施的方案可以不相同。
(5)对“师带徒”教学的内容(或技能模块)、方式、考核评价等需要有明确
的规定。

(三)课程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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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思政课”与校企文化有机结合,优化职业素质基础课程模块,融
入工匠精神培养，提升学徒职业素养。
（2）加强行业岗位用人需求与职业资格考证内容的衔接,优化专业技术技能
基础课程模块,为学徒的岗位迁移奠定基础。
（3）满足合作企业的岗位用人要求和学徒不同岗位的需求,设置多个可供学
徒自选的岗位技术技能课程模块,力求实现学以致用。
（4）设置学徒拓展选修课程,满足其将来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二、课程教学管理
学徒制培养以岗位学习和“师带徒”模式学习为主,学生的主要学习过程在
企业内完成。企业主要提供专业技能训练的职业岗位教学场地，根据需求提供理
论教学场地。

（一）课程的基本类型
“现代学徒制”的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职业素质基础课程(包括
“两课”、英语、计算机等),其中“两课”课程必须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制订
教学计划,但授课的方式、考核的手段等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其
他职业素质基础课程可依据合作企业对员工职业素质的需求灵活掌握。第二,专
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是以该专业所对应岗位群的基本职业能力要求和职业资格
考证基本内容为依据,确定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每位学徒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
课程模块。第三,岗位技术技能课程是以合作企业具体岗位的具体的职业能力、
用人标准为依据,参照职业资格考证的专业内容,校企合作开发的具有多个可供
选择的专业技术技能课程模块,学徒可根据自身工作岗位的需求自选,主要是以
师带徒方式完成教学任务。第四,拓展课程是学徒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自由选择,
可由合作企业委派师傅进行师带徒个性培养。

（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课程教学的形式因企业对学员培养定位、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
差别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1.集中讲授
利用学徒的休息时间(主要是双休日或晚上)在企业教学点(课程教学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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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导师以送教上门的形式,以班级为单位实施授课的一种教学方式。此授课方式
适用于职业素质基础课程、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部分教
学内容的教学。但教学一般要求授课教师到合作企业一线调研备课,并引用企业
的典型案例实施教学。

2.企业培训
企业培训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企业导师在企业教学点(课程教学点),以班
级为单位实施授课的一种教学方式,所授课程的内容属于该企业特有的知识内
容、行业的最新动态、专题讲座、企业文化和企业岗位基本技能的集体现场演示
教学等内容。第二“双导师”团队根据企业岗位的特殊需求和职业资格考评实施
的培训性教学,适用于所有类型课程。

3.任务训练
“双导师”在课程教学中设计若干个岗位训练任务,学徒在工作岗位有针对
性地进行专项自我学习与训练,以培养学徒自我学习、终身学习和创新发展的能
力。企业导师需进行必要的现场指导,学校导师网上答疑,并对训练的结果进行考
核评价。

4.岗位培养
岗位培养是“双导师”完成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和专业技术技能课程中可
实操性较强的教学内容。企业导师以“师带徒”的方式在学徒工作岗位实施课程
教学,学校导师负责网上答疑与指导。学徒学业成绩是以其岗位工作任务完成的
情况作为主要依据进行考核与评价。

（三）课程教学监控
因为学徒制教学班级主要教学过程在合作企业,所以日常课程教学监控工作
由学校、企业和学徒三方共同承担。
（1）现代学徒制教学班的企业负责人对课程教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
巡视,做好相关记录和协调工作,并作为考核双导师的重要依据。
（2）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不定期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
听课、组织学生座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并存档备查,以作为考核“双导
师”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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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学徒的课程任务训练完成
情况抽查(包括训练任务名称、训练时间、导师指导记录),学徒个别访谈。
（4）学校教务处、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定期对岗位培养教学情况进行抽
查和学徒访谈,抽查的重点是企业导师对学徒的培养计划和培养记录；学徒访谈
主要是抽样个别座谈。
（5）现代学徒制班级学徒负责人对集中讲授和企业培训课程教学的学员考
勤,收集学员对课堂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填写学校统一
制定的课堂教学日志。
（6）对可能影响或明显影响课程教学的问题,先由企业协调解决,必要时,
校企双方共同讨论解决影响教学的有关问题。

(四)学徒课程成绩的考核与评价
课程的考核一般由理论考核、任务训练考核和岗位培养考核组成,具体考核
成绩的比重由“双导师”团队自行设计。

1.理论考核
集中授课教学通过理论考试进行考核。理论考试的出题、组卷、阅卷均由学
校导师负责,学校安排考试时间和监考人员,原则上在企业考试。

2.任务训练考核
任务训练考核主要由提交的任务训练完果报告和任务操作演示等部分组成。
任务训练报告主要由学校导师给出成绩,任务操作演示成绩主要由企业导师给
定。

3.岗位培养考核
岗位培养考核分为两种,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的岗位培养考核原则上进行
单独的技术技能考核,由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设计考核要求和方案,企业导
师负责考核;岗位技术技能课程的岗位考核可以把多门岗位技术技能课程组合成
技术技能模块进行考核,也可以独立实施技术技能考核,一般主要由企业导师制
订具体考核方案,并负责对学员进行考核和评价。

三、资格证考核要求
校企双方要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安排学员在学期间考取高级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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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高级工)的职业资格证。

四、教学文件及管理
（一）主要教学文件
1.实施教学的基本文件
(1)人才培养方案。
(2) 课程规划表
（3）专业课程教学(或课程模块)标准。
(4)教师授课计划。
(5)自编教材或校本教材。
(6)成绩登记表。
2.教学过程形成性文件
(1)整体、单元设计。
(2)集中授课和企业培训的课堂教学日志。
(3)集中授课和企业培训的学徒(学员)考勤表。
(4)考试考卷及评分标准(含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
(5)学徒试卷(教师已阅改)
3.其他教学文件
(1)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2)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方案(措施)。
(3)教学工作(含学徒代表)座谈会会议纪要。
(4)企业导师基本信息表和学徒个人基本信息表。
(5)学徒或企业对双导师的教学效果评价表。
（6）企业评估表
（7）有关工作流程，如企业处理家长及学生意见程序、学校访视人员意见
及事件处理流程
（8）学徒、学校和企业签订的有关协议

(二)教学文件管理
1.教学文件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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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教学文件的撰写,原则上执行学校现有的相关规定。
(2)教学管理相关表格,由学校教务处根据需要设计,并提出填写表格的具体
要求。
2.教学文件的归档管理
(1)学校教务处归档存查实施教学的基本文件。
(2)学徒或企业对双导师的教学效果评价表。
(3)二级院(系)归档管理所有的教学文件,以备校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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