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新增设）

学校名称 (盖章）：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专 业 名 称 ： 装备智能化技术

专 业 代 码 ： 260201

修 业 年 限 ： 四年

拟 招 生 数 ： 200 人

专 业 负 责 人 ： 王振波

联 系 电 话 ： 18177195423

申 请 时 间 ： 2022 年 12 月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用于各学校填报新增拟招生的高职本科教育专

业信息。

2.根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的要求如实填报。

3.表中所填内容要言简意赅，如有需要可另附报告，一

个专业对应的报告单独一册，双面打印，单独装订。

4.学校承诺本表所填师资、办学条件等基本情况真实、

准确，如有虚假，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1—

拟招生专业基本情况：

拟招生专业名称
装备智能化

技术
专业代码 260201

办学性质 民办 学位授予学科门类 工学

2023 年拟招生数（人） 200 学制 四年

总学时 3156 实践教学学时 1608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的比例
50.95%

实验实训项目（任务）

能够开出率（%）
100%

“双师型”教师

占比（%）
66.67% 兼职教师数（人） 10

兼职教师计划承担的专

业课授课学时占专业课

总学时比例（%）

21.13%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等认定的高水

平教师教学（科研）创

新团队

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量（人）
0

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

关奖励数量（项）
13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万元）
1.36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研发推广平台
是

所依托主要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机器人技术 专业代码 260304

专业开设时间 2019 年
是否为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
否

本专业全日制

在校生数（人）
541

本专业专任教师

数（人）
29

专任教师与全日制

在校生人数之比
1:18.66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比例（%）
41.67%

具有研究生学位

专任教师比例（%）
66.67%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

任教师比例（%）
16.67%

2022 年度面向行业企业

和社会开展职业

培训人次

1120
2022 年度招生计划

完成率（%）
100%

2022 年度新生

报到率（%）
85.28%

2022 年度应届生

就业率（%）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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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

生专

业设

置可

行性

一、行业/企业调研分析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职业—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统计，中国有 450 万制造业企

业，这些企业在未来 10 年或 20 年，至少有 20%的企业要转型

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一个数以十万亿计的市场正在缓缓展

开。

根据《白皮书》引入供需指数，目前国内装备智能化人才

供需指数逐年走高。2017 年，国内装备智能领域人才供需较

2015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说明我国装备智能人才不但严重紧

缺，且这种趋势正由于智能化企业增多而变得愈发严重。

二、人才供给情况分析

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以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为主的工业

支柱产业得到了壮大发展，在重点发展“14＋10”的产业集群

中，医疗器械、新材料、机械制造等产业都需要大量的智能制

造专业人才。目前全国职业技术大学中开设有装备智能化技术

本科专业的职业院校仅一所，招生规模 80 人，专业布点严重不

足。随着国家有计划地对传统企业进行数控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改造，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将会普及

应用，需要大量操作、调试、维护、维修和改造方面的专业人

才，给智能化人才带来广阔的就业前景。

三、办学基础和专业特色

（一）办学基础

本专业所依托本科机器人技术专业于2019年9月设置并招

生。目前已建成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CNC 加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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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智能加工实训中心等实验实训场所，总占地面积 1500 平

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七百余万元，生均仪器设备值是 1.36

万元，能够满足实践教学需要。

（二）专业特色

所依托专业加强与企业、教育科技咨询公司合作，构建“三

元制”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

心”、“学以致用”的理念，构建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

为核心、以创新为特色，对接 1+X 证书的“岗课赛证”融通专

业课程体系，发挥三元制自身优势，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四、保障措施及相关制度

（一）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专业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组建专业发展规划小

组，指定责任人和带头人，强化行业指导委员会和专业建设教

学指导委员会对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指导作用，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

（二）制度保障

学校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监控体

系，为专业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和顺利完成以及建设水平、质

量提供制度保障。

（三）经费保障

加大职业本科专业建设的经费投入。学校每年投入 30 万，

预计五年累计投入 150 万用于保障人才培养、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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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队伍

情况

要点

一、目前拟新增设专业教师总人数 34 人，专职教师 24 人，

兼课教师 10 人，师生比 1：18.66。高级以上职称专任教师占

比 41.67%，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占比 66.67%，具有博士研

究生学位教师专任教师占 16.67%。教学团队获得第二十四届中

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省级教

学奖励 13 项。

二、本专业“双师型”教师占比 66.67%。兼职教师 10 人，

全部为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其所承担的专业课教学

任务授课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 21.13%。

三、本专业带头人之一王振波，高级工程师，忠诚于党的

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参与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基于微

型结构光栅检测的薄壁叶片三维形貌在机重构机理及智能加工

基础研究”2020-09-02 至 2021-12-01，参加人 2/6；黑龙江省

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核磁共振环境下乳腺入机器人

及进针策略研究”，2014-07-01 至 2017-07-01，参加人 2/9；

哈尔滨市科技创新人才研究专项资金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MRI

环境下乳腺介入机器人虚拟样机的研究”2014-07-01 至

2017-07-01 参加人 2/9。曾获机械工业部教育司科技进步一等

奖，获得专利授权 2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公开发表论文 10

余篇。如在《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发表了论文(朱登辉）大型

容器切削加工用工艺参数优化专家系统、在《南京工程学院学

报》发表了油井电机无定时自动控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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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带头人之二周科副教授，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

工作。在课堂教学、学科竞赛、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突出人贡

献：多次被评为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08—2021

年历年被评为优秀实习带队老师；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指导教师。该同志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认真从事

科学研究，参与项目：广西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对称可

积系统的达布变换及其应用》（2018GXNSFBA050020）；2019

年广西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系统的贝克隆变换与

应用》（2019KY0417）。

专业

人才

培养

方案

要点

一、专业定位

本专业顺应中国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发展，依托两广地区先

进装备制造企业，实施校企共建专业，协同培养人才。把本专

业建设成广西地区先进装备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全

面提升我校对两广地区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改造的技术支撑

和服务能力，为广西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制造业建设起到推动

作用。成为区内领先，国内知名的装备智能化技术示范特色专

业。

二、职业面向

面向设备工程技术人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

智能装备研发、装备智能化技术改造、智能装备技术服务、智

能车间设备管理等岗位(群)。

三、课程体系

拟开设的装备智能化技术专业构建“课岗对接，课证融通”

的课程体系，设置职业能力基础、职业能力核心、专业能力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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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选修、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职业能力实践等 7 大课程模块，

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为 50.95%，实验实训项目开出率

达到 100%。开设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电工电子技术、工业

机器人现场操作与编程、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等课程。课程

内容融入岗位典型工作案例，将职业岗位知识、技能和职业素

养融入教学活动；积极推行“1+X 证书”制度，鼓励学生通过

课程的学习和企业的实践，考取专业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人才培养模式

（一）构建“三元制”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学以致用”的理念，构建以就业为导

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创新为特色，对接 1+X 证书的“岗

课赛证”融通专业课程体系，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二）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关系。与南京熊

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汇博机器

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一系列的深度合作，强化专业对口岗

位实习。

（三）主要人才培养规格要求。（1）学生要具备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和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2）掌握高等数学、电工电子、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等基础知识，掌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

知识，对课程思政内容有较深的理解和认同，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装备智能化技术的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3）独立承担装备智能化技术及相关领域工程项目，

并能为复杂工程项目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进行相关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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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开发和生产。

（四）到 2027 年，预计为社会输送 200 名品行兼优、德才

兼备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办学

条件

概要

一、具备开办专业所需的实习实训场所

拟建设专业目前已具备设备齐全的大型校内综合实训室，

满足学生实训学习需求。校内专业相关实训室设备建设投入七

百余万元，生均仪器设备值达 1.36 万元。建有工业机器人人才

培养实训中心、智能加工实训中心、PLC 综合实训室等专业实

验实训室，可承载可编程器控制应用技术、工业机器人现场操

作与编程等课程相关教学实训内容，为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知识

提供了良好的实操环境。

二、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建立稳定校企合作关系

依托我校牵头的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与南京熊猫

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把企业引入学校、把技术引入教材，共编

了《工业机器人操控实训指导书》同时把大师引入课堂，如：

引进郑志明大师，曾获得国家发明型和实用型专利各一项，多

项成果获广西先进工艺装备及先进设备改造评比一、二、三等

奖，荣获国家级技能大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术能

手、广西劳动模范等称号。2020 年 6 月由上海法那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授予我校 FANUC 机器人授权培训中心（C 级）资格；组

织开展“1+X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1+X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

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进一步促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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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推进 1+X 证书制度。

三、专业建设经费稳定增长，专业发展可保障

设立专项经费研讨组，针对经费支出做年度预算，着重对

接产业链的专业群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及校企共建实习实训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校企联合开

展横向科研等项目。学校每年投入 30 万元专业建设经费，主要

用于教学仪器设备采购、基础建设、教学实训耗材、教学业务

费、师资队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经费、实习就业费等方面。

不断更新和完善实验实训室设施设备，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

技术

研发

与社

会服

务基

础概

要

一、技术研发推广平台

2017 年 2 月 24 日，我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工业机器人领域

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建设单位。

2019 年经自治区教育厅专家评审，获批广西高校机器人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2019 年 5 月，我校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

获自治区教育厅备案批复，为企业技术项目研发、教师技术研

发实践和学生科技创新锻炼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社会服务情况

本着立足广西、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理念，所依托专业

不断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价值，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作，教师积极面向区域、行业企业开展科研、

技术研发、社会服务等项目，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专业教

师组成社会服务课题小组，结合设备优势和师资力量，定期开

展社会服务活动。近年来，累计面向区域制造业企业，开展“优

化充电桩系统中的无线通讯软件”、“自动化生产线的培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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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修咨询服务”等科研、教育技术服务项目共 8项。

三、职业培训

近年来，所依托专业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机器人操作师培

训、电气自动化设备培训等职业培训 4 项，帮助广西双创宝企

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

职业培训总人数达 1120 人次，为在校生人数的 2.07 倍。扩大

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专家

组评

议意

见

专家组长签字：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复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