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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

1. 请对照项目申报指南认真填写，规定字数限制应在规定范

围内填写。

2. 申报内容应不包含涉密内容。

3. 所有填报内容请按仿宋字体、四号字号、行间距 18-20 磅

规范填写。

4. 请不要改变申报表格样式，保持申报书整体整洁美观。

5. 如涉及外文词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可

以使用简称。

6. 所申报内容应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如发生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一律后果由项目负责人及申报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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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李凯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2

部门职务 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 院长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 7098号；邮编 518055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2004 广东省教育厅就业指导导师团高级导师

2005 USM 中国区总部 PDP 企业领导战略管理教练 2008

广东省普通高校就业工作评估专家组成员

2011 广东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省复赛评委

2013 广东省普通高校就业工作督查第三批评估专家组成员

2014 广东省普通高校就业工作督查第四批评估专家组成员

2015 广东省第二批创新创业示范校遴选专家组成员

2016 广东省第三批批创新创业示范校评选专家组成员

2018 深圳市第七职业技能鉴定所所长、深圳西丽社区学院

院长、校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主任

2019 广东省远程教育办学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出版教材多部、发

表论文多篇，主持完成教育部及省市课题多项，作为主要负

责人先后完成：

2015 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示范学校（教育厅）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

2016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教育部）

2017 校第九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第 4 参与人）

校第九届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第 2 参与人）

2018 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第 4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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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黄飙 男 1981.1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继培学院

副书记
讲师

2 钟斐 女 1980.1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中心

主任
主任科员

3 张娴 女 1980.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中心

教学主管
讲师

4 魏琳 女 1989.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中心

课程主管
助教

5 王城铭 男 1979.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中心

班务主管
高级技师

6 庄灵宁 女 1993.4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中心

宣传主管
助教

7 刘班 男 1969.1 沈阳中德新松教育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工程师

8 何龙 男 1993.1 沈阳中德新松教育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工程师

9 刘涛 男 1985.8
沈阳新松虚拟现实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研发工程

师
工程师

10 宋英杰 男 1989.9
沈阳新松虚拟现实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研发工程

师
工程师

11 李长成 男 1987.1
沈阳新松虚拟现实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研发工程

师
工程师

12 马兰 女 1995.7
沈阳新松虚拟现实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设计师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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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本项目团队的组建及分工，充分整合校企双方的优势资源，分工明确，特

色突出：

（1）团队结构合理，专兼结合。

本项目团队由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结合。专职教师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的专业教师，兼职教师由行业研究专家、企业管理精英、一线技术能手组成，

共建技能培训标准、资格证书标准、项目培训目标体系、培训课程体系，进行

理论及实操的培训授课。

（2）兼具组织管理及研发能力。

由学校培训中心的专职管理人员和企业资深的人力资源培训专家共同组

基地管理执行小组，共同负责培训基地和培训项目的日程管理，组织开展项目

培训，对培训项目实行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培训全过程管理，保障培训

质量。由学校培训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和企业资深的行业技术科研专家共同组

建项目研发小组，深度参与产业需求调研、课程研发设计、信息化平台及线上

培训资源的优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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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 7098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钟斐 单位联系人电话

单位简介

（限 600字以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于 1993 年创建，是国内最早独立举

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之一。建校以来，学校不断创新

教育教学理念、办学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创造了中国

高职教育的多个第一。2001年首家通过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实践教学基地优秀评估。2009年通过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建设项目验收，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批国家级示

范校。2019年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我校入选首批 10所
高水平学校 A档建设单位。

学校现有留仙洞、西丽湖、官龙山、华侨城、凤凰山、

深汕合作区等六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 4509.48亩。现有全

日制在校生 24257人，专任教师 1441 人，具有高级职称教

师占比 51.14%，双师型”专任专业课教师占比 85.60%。现

有专业 85个，所有专业对接深圳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及优势产业；建立 14个专业群，每个专业群

含 3个以上专业，建有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机制，专业（群）

结构合理。

学校重视社会服务，发挥品牌优势，致力于推动现代职

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做好高水平师资培训，

打造世界级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做好职业培训、职业技能

鉴定及职业资格认证工作，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联合

社区街道组建社区学院、特色学院，开展针对社区居民的健

康、养老、旅游等培训项目，服务好地方社会发展需要；以

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输出为主要内容，构建“理念—教学—

师资—管理”四位一体的精准帮扶体系，服务好对口支援地

区和院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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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沈阳中德新松教育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何龙 18704058275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
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1）项目分工

学校发挥办学经验和师资优势，主要负责统筹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

提供培训研究支持，保障培训质量。公司发挥技术优势，主要负责提供

培训实操场地设备、实训课程资源，为培训提供技术保障。具体由校企

双方成立专业团队负责培训基地和培训项目的日程管理；由学校培训中

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和企业资深的行业技术科研专家共同组建团队的研发

小组，深度参与培训项目的需求调研、课程研发设计、培训资源优化建

设；由学校培训中心的专职管理人员和企业资深的人力资源培训专家共

同组建团队的实施小组，共同组织开展项目培训，对培训项目实行全过

程管理，保障培训质量。

（2）机制建设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新松公司具有持续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础，形成

了成熟可运行的协同建设机制。2018年校企双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合作共建深职新松机器人行业培训学院，拟定机器人行业培训学

院章程。建设有完备的组织机构，由校企双方成立专业团队负责日程管

理。同时建立定期会议制度，按建设任务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保障项目

高质量、可持续运行。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建设机制：一、共同参

与、科学发展：遵循职业技能培训规律和现代企业发展规律，实现共同

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二、平等互利：双方友好合作，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三、长期合作：双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训、标准制定和引进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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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主要根据项目申报条件条理撰写，限 1页面）

1.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整合优势资源建设示范基地

本项目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智能制造行业龙头企业——新松公司

共同实施建设，充分整合校企双方的优势资源建设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内最早独立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之

一，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批国家级示范校，首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A档建设单位。

新松公司隶属于中科院，是中国智能制造领军企业及国家机器人产业

化基地，是“1+X证书制度”全国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发有“工业

机器人装调”“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等三张 X证书。

2.产教赋能，资源共享，切实保障基地软硬件建设

由学校和企业的精英管理骨干、资深培训专家、行业技术专家共同深

度参与基地运行管理、培训项目研发以及培训授课，为基地建设及项目培

训提供雄厚的人力保障。新松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在科研及生产实践中已

有 20年的资源积累，拥有强大的工业 4.0 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在全国拥有 1.4 万余平实训基地及教学工厂，拥有高端装备制造、

机器人、虚拟现实等研发、教学设备近百台，为基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

3.行业赋能，三证并举，推动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

联合产业龙头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技能评价组织共建示范性

职工培训基地，对标高端装备制造岗位群，构建“工业机器人装调+工业大

数据应用与开发+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三证并举、多轮驱动的高端装

备制造 X 证书链，全面打通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专业技能与通用能力复合型

人才培养。2020年至今，已面向社会举办工业机器人装调技能提升培训及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考核共计 10 期，完成认证考核共计 387 人；面向

“1+X”试点院校开展“工业机器人装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线上、线下

师资培训，2020年至今共计完成培训 33期，培训覆盖全国 1752名教师，

培训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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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目标进行撰写，条理列出，其中应有部分指标

为量化可考量指标，限 1页面）

（一）总体建设目标

本基地总体建设目标是为广东省“双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培养急需的高端装备制造人才，为集群企业提供职工培

训，提高职工生产能力和技术技能水平。项目聚集高端装备制造关键岗位

的培训，其中包括机器人、数控和数字化，通过产教融合，利用数字化技

术，打造数字化先进制造职工培训系统，创建区域乃至全国示范性特色品

牌，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人才。

（二）具体建设目标

1.进一步完善健全基地运行管理机制

基于校企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运行机制基础，以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基地的日常运行管理、项目开发、项目

实施、学员管理、培训教学管理、培训质量评价及培训成效跟踪反馈机制。

2.打造一批多类型、多层次的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项目

基于产业人才需求及“1+X”证书标准，分类型、分层次构建产业技

术技能人才培训课程体系，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具有指导性、实

用性、操作性的培训课程包，打造一批多类型、多层次的产业技术技能人

才培训精品项目，树立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品牌。

3.在行业企业内大力推动“1+X”证书的应用推广

对标高端装备制造岗位群，基于“1+X”证书标准，构建“工业机器

人装调+工业大数据应用与开发+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三证并举、多

轮驱动的高端装备制造 X证书链。通过职工培训项目的实施，在行业企业

内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及认证，有效推动“1+X”证书在行业企业的应用推

广。

4.探索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全面开展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建设，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促进产教研

转化，充分发挥校企双方资源优势，面向行业企业、面向广大职工，提供

技术技能培训服务。在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建设进程中，凝练深化产教融

合、创新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8

五、项目建设思路

（含项目建设思路、实践研究方法等，可扩充页面，但不超 2个页面）

（一）项目建设思路

1.明确基地建设目标定位

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聚焦广东省“双

十”产业集群发展，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高端装备制造数字

化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培养产业急需的高端装备制造人才，为集群企业

提供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生产能力和技术技能水平。

2.健全基地运行管理机制

基于校企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运行机制基础，以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职工培训基地各项管理机制，保障基地的

可持续运行。

3.优化培训项目课程体系

对标高端装备制造岗位群，分类型、分层次构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

训课程体系，实现培训项目与产业需求对接、培训内容与职业技能培训标

准对接、培训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

4.提升基地实训条件

紧跟产业技术升级，完善基地实训场地和实操设备的采购及更新，不

断提升职工培训基地建设的整体水平。

5.创新多样化培训形式

适应职工群体特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培训方式，加强云平

台研发，融合虚拟仿真技术，实现多人异地协同、实时共享、在线教学、

跨设备虚拟教学及实训等需求，创新多样化培训形式。

6.基地模式凝练及品牌化推广

通过基地运行及培训项目的实施开展，不断总结基地管理及培训经验，

凝练基地协同建设及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品牌，

向全省、全国辐射推广。

（二）实践研究方法

本项目将通过产业发展研究、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法，充分调研

产业人才需求、行业前沿技术、工作工作流程标准、企业职工培训需求等

方面，为培训基地建设及基地的运行提供依据。通过数据分析、对比分析

等量化手段，对培训质量、培训成效、学员满意度进行全方面分析，实现

基地建设和培训项目建设可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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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主要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内容和项目实际实际情况进行撰写，可按

扩充页面）

本基地建设是为广东省“双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培养急需的高端装备制造人才，为集群企业提供职工培训，提高

职工生产能力和技术技能水平。项目聚集高端装备制造关键岗位的培训，

其中包括机器人、数控和数字化，通过产教融合，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

数字化先进制造职工培训系统，创建区域乃至全国示范性特色品牌，为区

域经济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人才。

基地培训项目基于产业人才需求及“1+X”证书标准，分类型、分层

次构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课程体系，打造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

项目。面向工业机器人拆装、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工业大数据技术应用、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等岗位，伴随岗位的发展

路径，进一步将课程体系设计成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按照岗位实

践的逻辑与标准，制定“1+X”证书标准，开发培训课程内容。为产业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具有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的培训课程包，打造一

批多类型、多层次的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项目。具体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

（一）工业机器人数字化培训

机器人培训中心包括 PC端机器人编程培训、虚实结合编程训练、典

型工艺培训和典型工作站培训。配套多种虚拟仿真软硬件设备，与学校现

有培训设备相结合，按照知识结构讲解机器人的概论、机器人的机械结构、

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机器人的驱动系统和机器人的感觉系统。使职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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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主培训、操作、训练、考核等一系列学习流程。

（二）数控机床数字化培训

数控机床培训设施包括 PC端数控机床编程培训和仿真数控机床编程

培训。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培训成本，提高培训效率。VR数控仿真教学一

体机（VR数控仿真实训仪）采用虚拟仿真的模式，展开工件的实际加工和

操作,针对数控教学及实践的智能化 VR数控设备。该设备主要由真实的 6

轴数控系统、操作面板及多种虚拟的数控车床组成。3D/VR半实物仿真，

模型丰富：系统内嵌多种虚拟机床，采用真实数控系统控制，专业虚实结

合仿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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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端装备制造控制部分数字化培训

培训工业互联网与产线布局等相关技能，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产线搭

建、智慧工厂调度控制与编程、多种数据采集实训、组态编程控制方法等

等。拟采用新松 XS-FO2综合实训平台，该平台通过采用数据采集孪生技

术，将虚拟工厂的机电系统与真实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打通，通过 3D

虚拟交互形式，实现对智慧工厂电气配线、编程、控制、数据采集与协议

应用的陪训目的。同时，构建高端装备制造数字体验中心，进行通识培训，

力争让学员对高端装备制造工厂有全面的了解与体验。

（四）数字培训内容研创中心建设

创新研发中心，配备 VR产品开发包与各种软硬件。同时，还能提供

含有众多 3D素材的模型库，不仅学员可以接受内容开发培训，教师也可

进行虚拟现实培训内容创作，实现数字教学内容和产业级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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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1.系统性

高端装备制造人才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不但涉及立库、机器人、

数控机床、传感器、AGV等智能装备，而且需要了解通讯技术、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MES和虚拟现实等技术。该项目贯穿了所有高端装备制造的

关键部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2.以虚助实，以虚促改

项目广泛使用 VR、AR/MR、数字孪生等虚拟仿真技术，开发与物理

实训设备相匹配的 VR孪生虚拟仿真资源，改革实训实操内容、方法、手

段，构建共享开放的设施设备和课程资源，打造“理论学习+虚拟训练+真技

实操”为一体的教学、培训场所，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质量。

3.创新管理，市场运营

建立以学校为主体，联合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建立具有高效治理和

应用推广能力的管理团队，健全投资建设、教学管理、技术服务和运营管

理等制度，形成科学规范、高效有序、充满活力的企业化管理运营机制。

4.功能多样，服务多元

以服务区域为主，辐射全省同类领域，对接先进制造专业领域，面向

企业工人提供技能提升培训,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就业创业培训,同时打造成

为高端装备制造科普基地、技能大赛基地、技能鉴定基地和科研成果转化

基地，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高地、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服务中

心和为企业培训培养紧缺技能人才的实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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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1.提供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创新模式

基地建设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新松公司合作共建的机器人行业培训

学院为立足点，通过校企双方合作共建行业培训学院→拟定学院章程及机

构→共同研发职业培训标准→共建职业培训课程资源，全面开展示范性职

工培训基地建设，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促进产教研转化，充分发挥校企双

方资源优势，面向行业企业、面向广大职工，提供技术技能培训服务。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提供参考借鉴。

2.打造一批多类型、多层次的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项目

基地培训项目基于产业人才需求及“1+X”证书标准，分类型、分层

次构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课程体系，打造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

项目。面向工业机器人拆装、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工业大数据技术应用、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等岗位，伴随岗位的发展

路径，进一步将课程体系设计成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按照岗位实

践的逻辑与标准，制定“1+X”证书标准，开发培训课程内容。为产业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具有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的培训课程包，打造一

批多类型、多层次的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精品项目，树立培训品牌效应，

具有推广价值。

3.推动“1+X”证书的应用推广，有效提高就业质量

联合产业龙头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技能评价组织共建示范性

职工培训基地，培训项目内容研发对标高端装备制造岗位群，构建“工业

机器人装调+工业大数据应用与开发+智能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三证并举、

多轮驱动的高端装备制造 X证书链，有效推动“1+X”证书在行业企业的

应用推广，产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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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限 1页面）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2年（2022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0日），

具体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如下：

2022 年 2023 年

1.与共建龙头企业细化基地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
1.分期组织实施培训。

2.与周边企业交流并确定需要培

训内容，根据企业提出的具体要

求，对方案进行完善。

2.完成所有培训资源开发。

3.开展培训项目研发和培训资源

开发。

3.完成基地升级建设；完成全部硬件

设备购置及安装；完成全部软件设备

的安装及调试。

4. 完成部分软件、硬件设备购置

以及部分系统运行。
4.成果转化及结果应用。

5.分期组织实施培训。
5.所有项目进行验收、总结经验、巩

固项目成果。



15

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限 1页面）

1.组织保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新松公司具有持续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础，双方于

2018年共同签署《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沈阳中德新松教育科技集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合作共建深职新松机器人行业培训学院，拟定《深职新松机器

人行业培训学院章程》。构建完备的组织机构，由校企双方成立专业团队负

责基地项目建设的管理与实施，同时建立定期会议制度，按建设任务制定

专项工作方案，为基地项目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组织保障，确保按期保质

取得成效。

2.师资保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434人，正高 227人，副高 671人，

具有珠江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级省

级教学名师、国家特支计划教师等优质师资资源。新松公司具有专兼职双

师型师资团队近 500人，其中 85%来自于企业、科研院所一线。本项目充

分整合校企双方的优势资源，由学校和企业的资深培训专家及行业技术专

家共同深度参与课程研发及培训授课，为项目培训提供雄厚的师资保障。

3.技术保障

本项目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智能制造行业龙头企业——新松公司

共同开发并组织实施，在培训实践基地、实操设备等方面具有完备的技术

保障。新松公司作为中国智能制造领军企业及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在

全国设有 1.4万余平实训基地及教学工厂，拥有智能制造、机器人、虚拟

现实等研发、教学设备近百台，将给本项目培训的实施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

4.机制保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新松公司具有持续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础，形成了

成熟可运行的协同建设机制。2018年校企双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共建深职新松机器人行业培训学院，拟定机器人行业培训学院章程，

建设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形成健全的基地运行管理、培训项目研发、培训

过程管理、培训质量评价、训后跟踪反馈机制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基地可

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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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限 1页面，包括总经费预算、经费来源、经费安排等）

1. 经费预算

序号 具体经费支出名目
预算经费支出额

（万元）
经费支出说明

1 项目研发费 60

培训项目研发、培

训课程开发、培训

资源建设等支出

2 基地建设费 80
场地升级改造、修

缮等相关支出

3 实训耗材费 120

实训软硬件设备采

购、维护等相关支

出

4 组织培训费 90

培训组织实施过程

中所涉及的培训学

员食宿、交通、场

地、培训学习用品

等支出。

5 师资劳务费 75

专家培训授课、专

家咨询等劳务报酬

支出

6 其他费用 20
培训调研差旅、通

讯邮寄等其他支出

合计 445

2. 经费来源

拟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学校经费支持、企业经费支持以及市场化收

费机制实现多元化经费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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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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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荐单位意见

（通过地市教育局、教指委或有关行业协会推荐的项目须由推荐单位填写推荐

意见。）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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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根据实际列出）

1. 项目申报佐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