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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电力专业“三阶段、六对接”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成果报告

一、成果研究背景

现代学徒制是教育部于 2014 年提出的一项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

企合作育人机制，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通过学校、企业深度合作，教师、师傅联

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与普通大专班和以往的订单班、冠名

班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现代学徒制更加注重技能的传承，由校企共同主导人才培养，设立

规范化的企业课程标准、考核方案等，体现了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现代学徒制试点逐年深入推进。2015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遴选 165 家单位作为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行业试点牵头单位。2017 年 8 月 23 日，教育部确定第二批 203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018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遴选的第二批 203 个单位开展试点，称为现代学徒制试点。2021 年

9 月 30 日，教育部确定了第三批 178 家试点单位通过验收。

2019 年 6 月，山东省提出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校企协同育

人机制和多方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加快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到 2022 年，全省职业院校通过实施现代学徒制等手段，培育 10 万名左右“齐鲁工匠后备人

才”。

本成果依托 2017 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职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

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经过 5年研究实践，形成该成果。

2017 年 3 月，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山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的通知》（鲁教职字〔2017〕12 号），临沂电力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入选 2017

年山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专业。该成果于 2016 年 10月开始启动,9月开始实施，

学校与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合作育人、定向就业”的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完善学徒培养的教学文件、管理制度及相关标准；推进专兼

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

培育校企共建、合作育人的人才培养基地；健全现代学徒制的相关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等。

基本形成“政府、企业、学校”三元合一的学生实习管理体系，创建“三阶段、六对接”人

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中职学生质量标准化体系和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全面提高学生实习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35075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8%E5%82%85/67355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89%BF/81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4%BC%81%E5%90%88%E4%BD%9C/8851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5%AD%A6%E5%BE%92%E5%88%B6%E8%AF%95%E7%82%B9%E5%8D%95%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5%AD%A6%E5%BE%92%E5%88%B6%E8%AF%95%E7%82%B9%E5%8D%95%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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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口率，切实提高学生岗位技能。为实习学生投保相对应的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等险种，保

障实习学生权益和合理报酬。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不紧密

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实施，面临着很多问题。在顶层设计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职业

教育层次的校企深度合作、课程体系、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和考核评价等方面还需加强和深

化。如果能将企业岗位工作和学校教学深度融合解决校企脱节的问题，职业教育培养的毕业

生才是被“四界认可”(社会界认可、教育界认可、企业界认可、家长界认可)的人。

（2）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

目前，多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采取的是以企业用人需求为服务宗旨，在校企合作中强

调了学生的“员工”身份，忽视了学生的素质培养，作为重要的培养主体的学校当起了甩手

掌柜，这就与现代学徒制倡导的以课程作为纽带、工学结合为主要形式的培养模式相违背了。

培养模式的科学性更有待进一步考证。

（3）适应现代学徒制改革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现代学徒制是不断探索和发展中的人才培养机制，本身要解决的是职业教育中理论与实

践脱节、人才输出与市场脱节的结构性问题。现有评价机制总体仍显粗糙，缺乏系统性、科

学性，制约了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确立人才培养理念，引领培养模式改革。

基于黄炎培先生“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

重”职业教育理念，提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主线，学校企业协同育人”的

人才培养理念，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不断形成。学校紧密对接企业转型升级对人才

培养的心需求，按照“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学生发展主线，校企协同分阶段设计人

才培养体系，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2.精准定位，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培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



3

定科学文化水平，良好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掌握必需的

专业理论知识及安全知识，掌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的技术技能，能够从事热力设备

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检修等岗位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3.构建了以专业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主线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建立了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强化了企业订单课程；建立了“能

力递进、竞赛贯穿”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了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培养；建立了一二三课堂结

合的素质教育体系，增强了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

4.实施“三阶段、六对接、交替式”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在第 1—2学期学习基础课程，以学校教师为主，引进企业文化，进行职场体验，提

升学业水平；第 3-4 学期，工学交替，双主体育人，掌握专业基本技能；第 5-6 学期，工学

交替、顶岗阶段，以企业师傅为主，学习岗位专项技能，考取企业岗位技能证书。实现了学

校和企业、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专业与产业、实训与生产、教学与科研六个对接。每

个阶段，通过反复工学交替，企业师傅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实现“学生→学徒→准员工”的

过渡。

5.搭建校企共建人才培养平台。

（1）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共建 30 个实践基地，便于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增强劳动技能、

练就实践技能、实现角色转换，培训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实践场所；

（2）信息化教学资源平台。通过信息化教学，建立电力人才培养平台，通过“一官（网）

二微（信）三群”，建设大师工作室、信息化教学资源平台。发挥学生自学及网络教育作用，

校企双方借助平台为学生传递最新知识，提供最优质实训服务，全力打造高素质电力人才。

6.建立“三元五点”评价机制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将学生自我评价、教

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行业、企业

和学校对学徒轮训岗位群进行技能达标考核。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

制。采取理论考核与操作考核相结合，要求实习生所实习岗位须达到“1+X”证书初级工要求，

切实提高学生的就业基础能力、岗位核心能力、职业迁移能力，实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

特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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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特色及创新点

1.搭建了校企协同育人新平台。

依托校企现代学徒制试点这一平台，学校企业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关注学生职业

生涯终身发展，着力培养诚信敬业、精益求精、重视传承、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为核心，完

善德技并修、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与企业开展“招工招生一体化”订单培养，“工学结

合的现场教学”等育人形式，形成协同育人平台。

2.构建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体系。

（1）制订了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在试点工作开展

以前，和合作企业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一起共同制定了一个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在

人才培养方案中，确定了学徒人才培养的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明确了学徒需要

掌握的知识和实践技能。

（2）构建了“三阶段、六对接”学徒培养模式。实施以企业为主的“三阶段、六对接”

人才培养模式，即学生阶段（文化修养+专业基础）、学徒阶段（专业能力+岗位技能）、准

员工阶段（岗位实践）“三阶段”，企业与学校、产业与专业、师傅与教师、员工与学生、

实训与生产、教学与科研“六对接”。

（3）构建了基于电力生产过程的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构建了基于工作任务和

岗位能力的行动导向性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包含：公共基础课程、学徒制专业技能课程（专

业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企业实践等内容。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 3门企业课程，都

是生产性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分别安排在第 4、5学期，企业课程均由企业教师承担。

（4）制定了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实验实训技能考核标准。标准主要考察学生

对发电厂燃烧系统和汽水系统的理解能力；测试学生对燃料的制备与分析、脱硫系统、自然

水循环系统、水样测试、风机系统、除尘系统的操作，突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5）校企开发教材，优化学徒育人载体。校企共同设计开发了《锅炉设备及运行》《汽

轮机设备及运行》《火电厂热力系统》《泵与风机》《电机学》《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

装置》等 7门专业技能教材，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并打造配套教学资源。其中

《锅炉设备及运行》《汽轮机设备及运行》《电机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于 2017 年立项

建设，2018 年成功申报省级火电厂热力设备及运行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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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实现了“三融合”工作机制和“四位一体”教学组织。

创新了学校教师、学生、企业师傅融合，共同在企业生产现场或实践基地进行项目教学

的工作机制，进行理论、VR 虚拟、实训设备操作、现场实操四位一体教学组织模式。学生通

过参与生产活动，了解了电力行业相关标准，熟悉了电力设备生产操作规范，掌握了电力设

备安装、运行、调试和检修的基本技能，培养了电力工程实践能力，养成良好的电力职业素

质。

三、成果应用情况

通过提炼、总结试点成果,充分发挥试点专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教

学成果等方面全面提高。

（一)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1.毕业生就业质量高。2017 级 1080 人全部就业，就业率达 100%，其中对口就业率达 95%，

毕业生满意度高。同时，毕业生的岗位出色表现深受用人单位好评。近年来，全省地方发电

厂新增一线生产人员的 40%是我校毕业生，现有 25 名毕业生在 6个单位担任了车间主任、副

厂长、厂长等职务。2021 年 7 月中国教育电视台报道了我校校友、青岛市劳动模范肖辉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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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案例--《青春，在建功立业中闪光》。

2.学生技能大赛成绩显著。2019 年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气项目一等奖。2020 年

蝉联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气冠军。2020 年获评全国文明风采活动优秀成果。2021 年荣

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气项目银牌。

(二）改革成果丰硕，示范引领作用日趋明显

依托本成果，5 年来，30 人在国家、省、市荣获荣誉称号，2 人荣获临沂市教学能手称

号。2017 年以来，有 6项市级、4项省级、7项国家级课题结题，现有 10 项市级、2项省级、

5项国家级课题在研。2018 年我校《电力专业“3+2”中高职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人才培养方案

研究与实践》教学研究,荣获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 至 2020 年我校连续 3年获

临沂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牵头编写了《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专业教学指导方案》；2021 年 11 月被全国电力行指委确定为全国中职教育火电厂热力设备

安装、火电厂集控运行、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等 3 个专业的《简介》和《教学标准》

牵头制订单位。校企双元开发出版教材 7 门，完成 5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发明实

用专利 1项，发表相关论文 125 篇。

出版教材

（三)项目辐射作用明显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实施，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优化了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推动了软硬件设施建设、加强了校企深度融合，提升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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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质量。以此为引领，我校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专业在 2018 年被认定为山东省现代

学徒制试点项目。项目试点经验辐射到其他领域。

（四)示范引领，影响广泛

4 年来，省内外 20 家兄弟院校、200 人次先后来校考察学习，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7 年临沂电力学校被山东省教育厅确定为示范性中职学校立项建设学校。2018 年被认定为

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校，同年被评为山东省电力行业培训先进单位；2021 年 8 月，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山东教育新闻网等 3 家媒体报道了学校现代学徒制新模式所

取得的办学成果。

五、成果应用前景

通过现代学徒制实施，打造了学生“4 个能力”：即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提升学生职业素养能力；改革课程设置，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真实工作环境，提高学

生社会交往能力；推进学徒制，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学校为企业输送“量身定制”员工，学徒制班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

就业对口率达 95%，企业满意率达 99%，学生家长对学校的就业安置评价满意率则达 98%，学

生工作 2年以来流失率不到 2%。

以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为企业培养了用得上、留的住的电力技术人才，既探索出了校企

合作、实现共赢的成功之路，也为中职教育实行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积累了经验。目前，该

成果已推广至临沂市商业学校、临沂市工业学校、临沂科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嘉祥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等 8所学校，取得了良好的效应。通过试点，学校师资队伍教学水平提升显著，

发表论文 125 篇，成功申报了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门，校企双元开发出版教材 7 门，立

项了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省级教学团队，学校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专业在

2018 年被认定为第二个山东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学校现代学徒制项目负责人王前同志

入选省级现代学徒制专家库。

现代学徒制是打通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通道，是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推进

工学结合和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探索现代学徒制育人途径只是学校改革征程中迈出的一小

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在校企合作的基础

上，深化产学研创的融合，聚焦类型教育，将教育改革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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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教育市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成果名称
中职电力专业“三阶段、六对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其

他完成人姓名

田 芳 彭 朋 林凡成 石利银 王 前 张作友

孙 鹏 陈庆玲 王珍峰 王安祥 侯 峰 张 波

成果第一完成人

及其他完成人

所在单位名称

临沂电力学校

临沂市教育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组织鉴定部门名称 临沂市教育局

鉴定时间

鉴定组织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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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鉴定部门意见：

盖 章 填写人签字：

年 月 日

鉴定成

员姓名

在鉴定组

织中担任

的职 务

工作

单位

现从事

专业领域
职称 职务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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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获奖

四、研究课题
1.田芳等：《中职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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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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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芳等：《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山东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

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zj197）

3.田芳等：《中职学校<电机学〉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共享研究》，临沂市职业教育学会科研课

题（ZJXH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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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利银、赵褔纪、孙鹏等，《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2018 年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课题（1710554）

5.石利银等，《火电厂脱硫脱硝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建设与实践研究》，山东省职业教育

学会（ZJXH2020Y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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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作友等，《中职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实施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疫情与教育”专项课题（2020YZJ068）

7.张作友等：《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成长与培养研究》，临沂市职业教育学会科研课题

（ZJXH201966）



20

8.孙鹏等，《中职学校电力类专业在信息化背景下学与教变革的研究与实践》，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1900421）

9.田芳等，《信息化教学在中职<电工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

工作委员会（19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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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慧娟、孙鹏等，《现代学徒制在中职学校电力专业教学中的实践研究》，山东省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9371）

11.陈庆玲等，《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研究 —以临沂电力学校为例》，山东省职业教育学会

（ZJXH2020Y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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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庆玲等，《“互联网+教育”下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研究》，山东省教育厅（2021512）

13.张作友等，《新时代背景下中职生学习心理问题与调适研究》，山东省教育厅（20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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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珍峰等，《“五师五型”电力师资的分层培养与实践研究》，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JXY237）

15.段希见、王珍峰等，《职业学校师生关系良性互动研究》，临沂市职业教育协会科研课题

（ZJXH20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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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石利银、王珍峰等，《锅炉设备及运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职业教育精品资源

共享课（2017（15 号））

17.田芳等，《电机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职业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2017（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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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18.孙鹏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职业教

育精品资源共享课（2018（54 号））

19.郑利、王珍峰等，《泵与风机安装及维护》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职

业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2018（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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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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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成果相关的研究论文、教材

1.田芳：浅谈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赤子，2019 年



32



33



34



35

2.孙鹏：现代学徒制在中职学校人才培养中的实践，年轻人，2019 年



36



37



38

3.陈庆玲：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双师队伍培养模式的有限性探究，智库时代，2019 年



39



40



41



42

4.石利银：任务驱动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学习导刊，2018 年 6 月



43



44



45

5.田芳：信息化时代下的智慧课堂在电工学教学中的实践，年轻人，2019 年



46



47



48

6.孙鹏：变电站电气自动化与电力安全运行探析，工程技术，2019 年

7.王珍峰：火电厂锅炉脱硫脱硝及烟气除尘的技术解析，工程技术，2019 年



49



50



51



52



53



54



55

8.彭朋；赵金太：信息化背景下的中职英语教学改革研究，新一代，2020 年



56



57



58

9.王前：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研究，中国教师，2020 年



59



60



61

10.张作友；刘文东；张杰：中职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实施困境与优化策略，现代职业教育，

2020 年



62



63



64



65

11.石利银：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研究，应用能源技术，2020 年



66



67



68



69



70

12.田芳：构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教学与研究，2020 年



71



72



73

13.田芳：“电机学”微课教学研究，科学与信息化，2020 年



74



75



76

14.陈庆玲：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研究----以中职学校为例，大众科学，2020 年



77



78



79

15.田芳：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教师，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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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16.田芳：中职电力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模式探讨，中国教工，2021 年



83



84



85

17.彭朋：中职学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探讨与实践，教学与研究，2021 年



86



87



88

18.彭朋：中职学校兼职教师管理策略，中国教师，2021 年



89



90



91

19.孙鹏：中职电力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教育学文摘，2021 年



92



93



94

20.陈庆玲、王前：中职计算机教学中操作技能的评价策略探究，中国教师，2021 年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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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赵福纪、殷乔民、田芳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2.张作友、田芳等，《泵与风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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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前等，《锅炉设备及运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4.王珍峰、石利银等，《汽轮机设备及运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99

25.侯建琪、石利银，《火电热力系统》，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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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成果相关的教学文件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人才培养方案（2017 级）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专业代码]：030500

二、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及以上学历者

三、学制

[学制]3 年

四、接续专业

高职：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本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各类火力发电厂、热电厂、热力企业等单位，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安全意识和文化素养，掌握必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能够从事各类企事

业单位热力设备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维修等岗位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基层管理

人员。

六、人才培养需求分析

（一）人才需求分析

山东省火力发电装机容量虽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由于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对火

电实行“上大压小”的电源调整政策，近年来，全省各类火电厂每年新增加热力设备运行与

检修专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虽呈上升态势。随着我国火力发电企业的持续发展及发电企业对外

投资的增加，火力发电热力设备制造企业和火力发电建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制造、技

术、管理、安装、调试等方面的大量人才。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热电铝业联产的大型企业，拥有装机容量 4380 兆瓦的

发电机组，随着业务的飞速发展，公司对优秀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2017 年我

校与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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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职业岗位分析

（三）职业资格证书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对应的工作岗位和职业资格证书

岗位 职 业 能 力 要 求

运行岗位

计算机应用能力；热力系统识读能力；锅炉、汽轮机、水泵等设备的运

行操作；机组各种启停方式的操作能力；机组正常运行控制和调整的能

力；常用工具使用；测量仪表的使用；热力设备及系统经济运行的能力；

机组经济运行初步分析能力；机组常见故障判断、分析、处理能力；现

场安全防护和急救能力。

检修岗位

计算机识图能力；锅炉和汽轮机本体结构图识读能力；锅炉和汽轮机辅

机结构图的识读能力；锅炉、汽轮机本体检修能力；锅炉、汽轮机辅机

的检修及检修管理的能力；常用工器具使用与维护能力；电厂常用材料

的检测能力；检修技术管理、组织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能力。

序号
专业（技能）

方向
相关工作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

1 运行

汽轮机运行值班员 汽轮机运行值班员（四级）

锅炉运行值班员 锅炉运行值班员（四级）

2 检修

汽轮机设备检修工 汽轮机设备检修工（四级）

锅炉设备检修工 电工（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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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养规格

项目 序号 能 力 要 求

基本

知识

要求

1 掌握语文、数学、英语等本专业所需的文化基础知识

2 掌握热工基础、泵与风机安装及维修、火电厂热力系统等专业基础知识

3 掌握脱硫脱硝与环保方面的知识

4 掌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5 掌握单元机组集控运行专业知识

职业

素质

要求

1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2 具有节能环保、安全文明生产意识和规范

3 具有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的能力

4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执行能力

5 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

6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核心

技能

要求

1 具有在工作中所必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2 具有对火电厂热力设备缺陷故障、事故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3 具有熟练的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操作能力

4 具有一定的热力设备安装、检修、维护与调试能力

5
具有基层管理人员的表达、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获取知识、

创新的能力

八、毕业要求

1.学业要求：完成核心课程学习，能修满 170 学分；掌握 1-2 个专业化方向课程或选修

一门拓展方向课程；思想品德考核合格。

2.证书要求：具备汽轮机运行值班员、锅炉运行值班员、集控运行值班员、电工中级证

书之一。

九、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项目化课程体系的开发设计

（一）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

通过到企业调研、专家指导委员会研讨，本专业学生就业岗位典型要求和职业能力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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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课程设置：

本专业课程体系是在调研学生典型工作任务的基础上，根据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专业的特点，结合国家技能标准要求和我校学生就业实际岗位，归纳出学生的工作任务，转

换为学习任务，有相近的学习任务整合为教学项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核心课程，构建任务

引领、项目化课程体系（见下表):

工作类别 典 型 工 作 任 务

火电厂

热力设备

运行

发电厂热力系统图的识读和绘制；热力设备及系统巡检；设备缺陷报告。

机组各种启停方式的操作；机组运行调整和控制；机组及设备常规试验；机组常见故

障判断、分析、处理。

发电厂热力生产过程的分析与评价；热力设备及系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分析。

火电厂热

力设备

检修

电厂锅炉设备结构图的识读和绘制；锅炉设备材料特性、机械性能和加工工艺辨识；

锅炉本体结构缺陷检查和维修。

电厂汽轮机设备结构图的识读和绘制；汽轮机设备材料特性、机械性能和加工工艺辨

识；汽轮机静止部件检查和维修；汽轮机转动部件检查和维修。

锅炉辅机的常规检修和特殊检修；检修技术管理、组织管理和安全管理。

汽轮机辅机的常规检修和特殊检修；检修技术管理、组织管理和安全管理。

火电厂热

力设备制

造与安装

锅炉受热面的组合、吊装；锅炉辅助设备的安装；水压试验；冲管；分部试运调试。

汽轮机汽缸的安装就位；轴承座就位找正；轴承研磨；转子就位找中心；间隙的调整。

热力管道安装；阀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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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置及要求

1. 公共基础课程

（1）德育（180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本课

程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四门课程。本课程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法纪教育、职业生涯和职业理想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

素质和法律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通过学习，引导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

进行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和职业理想；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正确认

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个人

奋斗融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2）语文（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进一步提高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

能力，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以适应就业和创业的需要；指导学生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

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中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具有

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自学和灵活运用语文的

良好习惯；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

美情趣，形成良好的品格，促进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

（3）数学（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在生活和职业岗位中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掌握计算技能、计算工

具的使用技能、数据处理技能；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

初步的数学思维能力等；引导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实践意识和创新意识，为

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打下基础。

（4）英语（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技能，初步形成职场英语的应用能力，能借助词典等工

具书读懂与本专业相关的简单技术、业务资料，如产品说明、广告和操作说明等，并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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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查询相关信息。引导学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5）计算机应用基础（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操作，初步具有计算机基本操作、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

体技术应用等基本技能，能正确使用现代办公中的文字处理、表格设计、演示文稿、网上浏

览、电子邮件通信等常用软件，能利用计算机知识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同

时，体验利用计算机技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逐渐养成独立思考、主动

探究的学习习惯，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团队协作意识，为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有关知识打下

基础。

（6）体育与健康（180 学时 10 学分）

本课程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学

习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培养学生健康的人

格，增强体能素质，提高生活质量，为全面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服

务，也为学生继续深造与创业立业奠定基础。

（7）公共艺术（72 学时 4学分）

本课程是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艺术作品赏析和艺术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或

掌握不同门类艺术的基本知识、技能和原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丰富学生人文素养与精神世界，培养学生艺术欣赏能力，提高学

生文化品位和审美素养，培育学生职业素养、创新能力和合作意识。

（8）心理健康教育（36 学时 2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选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通过

本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指

导学生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学会合作与竞争；培养职业兴趣，提高应对挫折、求职就业

及适应社会的能力；正确认识自我，学会有效学习，确立符合自身发展的积极生活目标；培

养责任感、义务感和创新精神，养成自信、自律、敬业、乐群的心理品质，提高全体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职业心理素质。

（9）企业文化及观念教育（144 学时 8学分）

介绍合作企业的企业文化，引导学生主动形成适应企业、社会发展需要的就业观和职业

道德，形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纪律严明、执行坚决、国际合作、勤奋坚毅、严谨负责、

积极向上、敬业感恩、乐观健康”的企业理念。

2.专业技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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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基础课程

①机械识图与金工实训（108 学时 6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使学生了解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及常用规定；会识读本专业涉及的简单机械图样；掌握

钳工工具、量具、刃具的选择方法，并能正确使用；了解钳工的基本工艺分析方法，能按图

完成简单零件的钳工制作；了解常用机械中常用传动的一般常识，会拆装简单机械部件，能

运用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机械技术问题。

②热工基础（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热力学基础知识、热力学基本定律、水蒸汽的热力性质、蒸汽动力循环、传热及换热器

等知识，使学生掌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所必需的热工基础知识，具备热工基础

知识的运用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③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144 学时 8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电路的基本知识、磁的基本知识、直流和交流电路及变压器等知识，使学生掌握从事本

专业相关工作必需的电工通用技术基本知识、方法和技能，具备分析和解决生产与生活中一

般电工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④脱硫脱硝技术（72 学时 4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烟气脱硫技术的基本理论、典型的脱硫工艺等知识，使学生掌握火电厂氮氧化物的排放

标准和控制技术，具备脱硫装置运行及参数的监测、控制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⑤泵与风机安装及维修（126 学时 7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流体力学基础知识、泵与风机的原理和结构等知识，使学生掌握泵与风机的启动、运行、

故障分析、事故处理、日常维护、安装等技能，具备分析泵与风机常见故障及消除故障的能

力，为今后从事电厂工作打下基础。

⑥热力过程自动化（72 学时 4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热工测量仪表的基本知识、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等知识，使学生掌握测量仪

表的使用方法和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具备识别和使用自动控制系统的能力，为从事电

厂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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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火电厂热力系统（108 学时 6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

学习电厂热力辅助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各热力系统的组成及其连接方式等知识，使学生

掌握火电厂各热力系统和辅助设备的运行知识，具备火电厂热经济性的定量分析能力，为从

事电厂工作奠定基础。

（2）专业技能方向课程

【热力设备运行方向】

①锅炉设备及运行（126 学时 7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热力设备运行方向的一门专业技

能课程。通过学习火电厂锅炉设备的结构原理、运行及维护等知识，使学生掌握锅炉运行的

操作过程及事故处理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锅炉运行常见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电厂工作

打下基础。

②汽轮机设备及运行（126 学时 7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热力设备运行方向的一门专业技

能课程。通过学习汽轮机的工作原理、设备结构、调节系统、保护装置和供油系统、主要设

备及辅助设备的启动和停止以及典型的事故预防与预处理等知识，使学生掌握从事汽轮机运

行与检修专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具备汽轮机检修和汽轮机运行相应的岗位能力，为从事热力

设备运行与检修等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热力设备检修方向】

1 锅炉设备安装与检修（72 学时 4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热力设备检修方向的一门专业技

能课程。通过学习起重及焊接基础知识、管道及阀门的安装与检修、锅炉本体及辅助设备安

装与检修等知识，使学生掌握锅炉安装与检修的方法及安全防护措施，具备锅炉安装及检修

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今后工作奠定基础。

2 汽轮机设备安装与检修（72 学时 4学分）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热力设备调试与维护方向的一门

专业技能课程。通过学习汽轮机检修的基础知识、汽轮机本体及辅助设备的安装与检修、汽

轮机事故的处理等知识，使学生掌握汽轮机安装与检修的方法与安全防护措施，具备汽轮机

安装及检修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今后工作奠定基础。

十、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以岗定学，以学促岗”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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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定学”，即根据电厂运行的岗位来确定所学的内容。

“以学促岗”，即根据所学的知识以提高电厂运行岗位的能力，着力培养综合素养好、

职业能力强的电厂运行人员。

推行工学交替，实施双导师制，学校确定专业教师作导师，到实习岗位指导学生理论学

习；实习单位选派技术人员作师傅，负责传授学生岗位技能。以能力为标准，改革以往学校

自主考评的评价模式，将学生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

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行业、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生岗位技能进行考核。理论

考核与操作考核相结合，要求学生所实习岗位须达到专业岗位要求。

本方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职业素养、职业技能有着良好的发展，对学校的专业建设、

师资培养、教学设施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良好的推进作用，对企业的职工素质、职业技能、

生产组织有着更好的推进与后备保证。

十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教学时间安排建议表

学期
入学教育

（周）

认识实习

（周）

工学交替

（周）
考试（周）

考核评价

（周）
教学（周） 合计

一 1 2 17 20

二 1 2 17 20

三 4 2 14 20

四 4 2 14 20

五 4 2 14 20

六 16 2 2 20

总计 1 1 28 12 2 7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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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计划安排建议表

课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任课

教师

合计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程安排

（周学时/教学周数）

学时 学分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8 18 18 18 18 20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1 德育 学校教师 180 8 2 2 2 2 2

2 语文 学校教师 144 8 2 2 2 2

3 数学 学校教师 144 8 2 2 2 2

4 英语 学校教师 144 8 2 2 2 2

5 计算机应用基础 学校教师 144 8 4 4

6 体育与健康 学校教师 180 10 2 2 2 2 2

7 公共艺术 学校教师 72 4 1 1 1 1

8

企业文化

及岗前培训

企业师傅 144 8 2 2

认识

实习

2 2

小计 占总学时的 34.91% 1152 64 17 17 13 13 4

选

修

课

程

1 文明礼仪

学校教师 72 4 1 1 1 1

2 心理健康教育

3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4 安全教育

5 火电厂环境保护

小计 占总学时的 2.81% 72 4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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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续表

课程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任课

教师

合计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程安排

（周学时/教学周数）

学时 学分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8 18 18 18 18 20

学
徒
制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 机械识图与金工实训 学校教师 108 6 6

2 热工基础 学校教师 144 8 4 4

3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 学校教师 144 8 4 4

4 脱硫脱硝技术 学校教师 72 4 2 2

5 热力过程自动化 学校教师 144 8 2 2 2 2

6 火电厂热力系统 学校教师 108 6 6

小

计
占总学时的 21.81% 720 40 12 12 12 2 2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1 锅炉设备及运行 学校教师 126 7 2 工

学

交

替

1 4

2 汽轮机设备及运行 学校教师 126 7 2 1 4

3 泵与风机安装与检修 企业师傅 72 4 4 工

学

交

替

4 锅炉设备安装与检修 企业师傅 72 4 4

5 汽轮机设备安装与检修 企业师傅 72 4 4

6 电厂化学水处理 学校教师 72 4 4

7 电除尘器 学校教师 72 4 4

8 电力安全生产规程 学校教师 72 4 4

9 热力设备腐蚀与防护 企业师傅 18 1

4

工

学

交

替

10 热力网运行 企业师傅 18 1

11 电厂燃料 学校教师 18 1

12 新能源发电技术 学校教师 18 1

小

计
占总学时的 22.9% 756 42 4 14 24

企

业

实

践

工学交替（12 周） 双导师 216 12 4 4 4

工学交替（16 周） 企业师傅 600 30 30

社
会
综
合
实
践
活

动
或
拓
展
课
程

1 军训 军训教官 30 1 1 周

2 入学教育 学校教师 30 1 1 周

3 社会实践 学校教师 30 1 1 周

4 就业指导 学校教师 30 1 1 周

小计 占总学时的 3.63% 120 4

周 学 时 及 学 分 合 计 3300 180 30 30 30 30 30 30

总 计 ： 10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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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学考核评价

（一）组织机构

学校教务处牵头成立教学管理团队，该团队由校内课程专家、专业骨干教师及企业指导

教师组成，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监控与评估。

（二）教学检查

1.建立健全教学工作管理制度，教务处每月一查，抽查作业、教学课件、教案或教学效

果；教学处对部分学生进行跟踪反馈，及时通报抽查情况（各班成绩汇总表、部分学生阶段

性学习汇报）。

2.教学管理团队对教学设计、课堂、作业等进行全方位检查。

值班教师每天对各班上课情况（如出勤人数、课堂秩序、教室环境等）进行全面检查登

记，系主任不定时进行教学巡视，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确保教学正常开展。

（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教学评价是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师教学评价和学生学业评价两部分，制定

以下考核与评价条款。

1.教师教学评价

评价方式应多样化，如学生评、同事评、教学督导评、企业行业专家评、家长评等。教

师教学评价指标主要由教学能力评价（综合素养）、教学过程（行为）评价和教学效果评价

三部分构成。

教师教学评价表

评价项目
教学能力

（25%）

教学过程

（25%）

教学效果

（50%）

评价方式、依据

学生评价、同行评价、

企业评价、进修、培训、

论文、荣誉

出勤次数、

课堂效果、

教案、课件等

学生学习、技能训练成

绩、教学检查等

2.学生学业考核评价

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按照学校、企业、家长和学生多方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模式，以

综合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岗位能力、方法能力、

社会能力为重点，以企业岗位要求、企业文化、职业资格要求为评价依据，实施评价目标多

元，评价方法多样，立体评价学生各个阶段、不同场所的基本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表

现情况。学生学业评价，根据基础课、技能课、能力拓展课等不同课程特点，考核项目、考

核方式、考核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

（1）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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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业成绩包括：平时成绩、考试成绩、教学实习成绩、工学交替成绩。

学生平时成绩考核项目包括：阶段性小测验、项目考核、实验技能、实验报告、课堂讲

座、社会实践课、作业等。

学生成绩的评定主要依据学生的平时课程表现、完成作业、实习实训、团队合作等情况；

最终考核采用卷面考试、实践考核等方式。

学生学业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核项目

过程考核 50% 结果考核 50%

出勤

（10%）

课堂表现

（理论、实践课）

（10%）

个人作业

（10%）

平时测验

（10%）

团队作业

（10%）

期末考试

（理论、实践考试）

考核方式

考核依据

考核点

出勤

次数

课堂积极性回

答问题准确性、

操作熟练程度

及创新性

作业完成

情况

平时测验

实习实训成绩

实习实训项

目完成情况

及在团队中

的表现

开卷、闭卷

实践操作等

（2）工学交替考核方式

学生在完成要求的工学交替内容后进行成绩评定，具体办法：

①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对学生进行双重考核。

②根据基础技术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工作态度、职业素质、工作实绩给与考核。

③按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学生实习考核不及格者，按一门

课程不及格记。由教研室统一另行安排时间完成实习任务。

④技能鉴定考核按照国家技能鉴定相关规定进行考核。

⑤技能比赛考核学生参加各级实践操作技能比赛，考核学生技能水平和操作能力。

学生专业技能评价体系

评价内容 评价要素

过程评价

到课情况、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学习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学结合过程表现

计划制定、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保养情况、材料消耗量

操作规范、安全意识、工作效率

专业知识 基础理论、相关软件的使用、岗位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专业技能

项目实训实习操作、生产运行过程

掌握操作要领、合理分配练习时间

事故分析能力、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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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动力工程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企业的调研，创新评价机制，构架了“三元五

点”“准员工”的评价体系。

“三元”即“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师傅评价”，“五点”即“基础知识+行为习惯+品德

修养+职业态度+职业技能”，构建多元评价，建立第三方（行业、企业）评价机制，保障项

目运行质量，全面提升中职学校的发展活力

“三元五点”评价体系

（一）周期一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标准，将学生自我评价、教

师评价、师傅评价、企业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积极构建第三方评价机制，由行业、企业

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徒轮训岗位进行技能达标考核。

（二）周期二

建立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三）周期三

采取理论考核与操作考核相结合，要求实习生所实习岗位须达到初级工要求，其中每人

须有一核心岗位技能达到中级工以上水平，切实提高学生的就业基础能力、岗位核心能力、

职业迁移能力，实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特长”的目标。

（四）评价体系说明

充分体现评价的发展化，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也可以关注学生平时的表现，随时知

道学生在哪个项目的学习环节有问题，可以全面的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客观的评价学生的

学习能力是极为有利的。

充分体现评价的多元化，通过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手段的多元，以及评价内容的多元，

来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立体评价，让学生迅速自信、自强、自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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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评价的人性化，通过人性化评价学生在校学习与工作，立体展现学生的特点、

性格、特长、擅长等，有利于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有利于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时完成身份的转

变。

动力工程系将于 2017 学年开始试行“三元五点”的评价体系，以增强学生的管理意识、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加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

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评价
内容

构成
要素

评价要点 评价实施途径

基本
素质

思想
素质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平日观察、课堂提问谈话、德育课测试

知法守法、遵规守纪、文明礼仪、
遵守社会公德

平日观察、日常记载、问卷
课堂提问结合德育课测试
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议

孝亲尊师、家庭责任感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
热爱劳动、干净整洁

自尊自律、社会责任感

平日观察、日常记载、问卷、课堂提问、德育课测
试、家长反馈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议

基本
素质

身心
素质

体育健康达标情况 出操情况、参加体育竞赛情况、体育课测试

健康生活习惯
平日观察、日常表现记录、问卷

心理健康

文化
素质

语言表达能力 平日观察、课堂提问、演讲、写作、语文课测试

外语水平 课堂提问、演讲、写作、英语课测试

思维运算能力 课堂提问、辩论赛、数学、物理（化学）课测试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计算机比赛、计算机课测试、计算机等级证

基本审美能力 艺术课测试、班级文体活动、各类艺术比赛

职业
素质

职业
道德

职业意识 平日观察、课堂提问、职业规划、工学交替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团结协作、爱岗奉献

平常观察、平日表现记录、实习记录

专业理
论知识

专业理论知识、相关软件的使
用、岗位知识

课堂提问、专业理论课测试、实训实习

专业实
践技能

项目实训实习操作 校内实训实习、校外工学交替、
各级各类技能大赛、技术等级证工学交替操作

素质
发展
潜力

适应社
会能力

自律意识、环境适应能力
团结协作能力、意志力品质

人际交往能力
平日观察、平日表现纪录、实习纪录

学习
能力

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对知识领悟力

平日观察、平日记录、课堂提问、各科作业
各科考试、各科竞赛

创新
能力

创新意识
平日观察、平日记录、课堂提问、
班级活动、各科考试、各科竞赛

创新作品，技能竞赛作品
小发明、小制作、创新作品的鉴定、

技能竞赛获奖

特长
能力

兴趣 平日观察、平日记录、课堂提问、班级活动
各科考试、各科竞赛优异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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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实施与保障

（一）校内教师要求

1.学历层次要求

（1）公共基础课程专任教师需具有相应对口专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专业技能课程专任教师需具有热能动力类以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达到

国家教育部规定的相关学历要求。

（3）行业兼职教师需熟悉行业发展现状，并在电力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资格证书要求

（1）专业教师需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

（2）专业技能课程专任教师需具有高级或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3）行业兼职教师需具有五年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经验，并具有对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

3.职业素养要求

（1）教师应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职业

理想、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履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终身学习，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理念。

（2）教师应勤于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敢于创新，不断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努力

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3）教师应结合专业发展需要，制定个人专业发展规划，积极主动参加教师培训、企业

实践、自主研修、校企交流，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不断提高专业综合素质。

4.人员配备要求

（1）专业教师中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本专业相关的技师等级职业资格

证书）的不低于 40%，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业的专任教师不低于 25%，“双师型”教师不低于

80%。

（2）专业专任教师，每年至少有 40%的教师参加企业实践学习或各种专题培训。

（3）专业教师（专任、兼职）占本专业全部教师的 70%-80%，师生比（含毕业实习学生）

不低于 1：30。

（4）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占本校专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25%。

（二）企业师傅要求

从事火电厂运行检修工作 5年以上，对设备运行、设备检修与维护、主机调试、设备异

常问题处理等方面的工作流程熟悉，具有良好的学习、组织、管理、培训能力，具备高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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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能够参与学校授课、讲座、实训指导等教学活

动。

（三）教学模式

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实行“理实一体”教学模式。主要包括“理实一体”课程整

合，教材编写（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运用，评价模式的改革，“双师型”师资队伍培育，

实训中心建设等。

魏桥集团与学校共建人才培训模式，学校设立试点班，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以适

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着力促进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

密衔接，构建现代学徒制。在教学过程中以企业工作项目为载体，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根据

授课任务分解教学项目，共同实施教学组织活动，在真实职场环境下，学生分组学习，按照

任务、策划、实施、检验、反馈、评价六个上课环节组织教学，通过项目实施的任务书（工

作任务清单）、工作页（工作流程表）、评价表（工作质量检测表）三种教学文件实施教学，

帮助学生在实习中积累国家职业资格评估所需的证明材料，推动教、学、做的统一，实现学

生全面发展。

（四）实训实习条件

1.参照依据

（1）教育部等有关行业部门制定的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

（2）YD00001-2003《教学仪器设备产品一般质量要求》。

（3）《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分级标准》和《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标准》中的有

关要求。

2.校内实训一览表

实训设备总值： 1500.958 万元 生均实训设备值: 1.104 万元

序

号
实训室名称 数量

面积

（㎡）

万元以上实训设备

名称 购置时间 数量
实训设备

价值(万元)

1 电工实验室 1 80 电工实验台 2008 年 7 月 8 58

2 电工实训室 1 120 电工实训成套设备 2008 年 7 月 8 51

3 电拖实验室 1 80 电拖实验台 2008 年 7 月 5 71

4 电子实验室 1 80 电子实验装置 2008 年 7 月 8 56

5 电子实训室 1 120 电子实训装置 2008 年 7 月 8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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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训室名称 数量

面积

（㎡）

万元以上实训设备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6 模拟电厂 1 140

锅炉模型

2009 年 4 月

1

83.066

汽轮机模型 1

凝汽器换热综合试验台 1

循环流化床锅炉模型 1

发电机模型 1

配电网模型 1

全面性热力系统

演示装置
1

7 135MW 仿真电厂 1 120
135MW 电厂仿真软件

2007 年 8 月
1

153
计算机 60

8 300MW 仿真电厂 1 100
300MW 电厂仿真软件

2008 年 8 月
1

193
计算机 60

9
综合自动化

实验室
1 80

电力系统自动化试验台
2009 年 3 月

1
137.45

电力系统微机监控试验台 1

10 力学实验室 1 80 力学实验装置 2002 年 8 月 4 57.087

11 触电急救实训室 1 140
触电急救实训

成套装置
2002 年 8 月 26 24.7

12 钳工实训车间 1 600 钳工实训成套设备 2007年10月 104 46.41

13 电气焊实训车间 1 300 电气焊成套设备 2010 年 8 月 10 42.03

14 电气仪表实训室 1 80
各类电气仪表及监测维护

设备
2003年11月 800 65.6

15 热工仪表实训室 1 120
各类热工仪表及

实验装置 8
2009 年 7 月 8 58.8

16 锅炉实训室 1 120
锅炉实训系统装置

2012 年 4 月
1

21.46
电除尘器演示装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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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训室名称 数量

面积

（㎡）

万元以上实训设备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17 热力设备实验室 1 120

锅炉生产过程灯光演示屏

2014 年 3 月

1

63.1引进型控制循环汽包锅炉 1

300MW 凝汽式汽轮机 1

18 电机实训室 1 120 电机实训成套设备 2013 年 4 月 8 21.5

19 化水实验室 1 80 化水实验装置 2010 年 9 月 6 83.025

20 煤质分析室 1 80 煤质分析实验成套设备 2010 年 7 月 7 50.13

21 泵与风机实训室 1 120
离心泵综合实训台

2015 年 4 月
1

18.5
离心泵风机综合实训台 1

22 汽轮机实训室 1 120
300MW 汽轮机实训装置

2015 年 4 月
1

19.04
测振仪 4

23
500kv 变电站

仿真
1 120

500kv 变电站仿真软件 2016 年 4 月 1
35.33

计算机 70

24
600MW 仿真

电厂
1 120

600MW 仿真电厂软件

2017 年 4 月

1
35.33

计算机 70

25
用电计量

实训室
1 80 低压计量培训装置

2016年 11月 1
6.5

十四、编制说明

1.编制依据

2017 年 3 月我校经省教育厅批准，成为山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试点专业

为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合作企业为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山

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精神，为有效推进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特制

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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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人员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备注

临沂电力学校 王前 副校长/高级讲师 项目建设负责人

临沂电力学校 姜燕霞 实验实训中心主任/高级讲师

临沂电力学校 田芳 教科研室主任/讲师

临沂电力学校 石利银 动力工程系主任/高级讲师

临沂电力学校 郑新 动力教研室组长/讲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侯峰 人事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张德岁 锅炉专工/高级工程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陈洋夫 汽机专工/高级工程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吴登云 运行值长/高级工程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孙兴业 运维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赵加亮 检修班班长/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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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成果相关的校企合作

（一）校企合作合作协议

1.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书（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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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互聘人员聘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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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书（山东星光糖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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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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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学研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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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合作洽谈、授牌

1.金沂蒙集团教学实习基地

2.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教学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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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洽谈

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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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山集团电力公司校企合作洽谈

6.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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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启动仪式

8.一汽解放青岛汽车厂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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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果应用情况

1.2017 级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花名册

学号 学生姓名 性别 班级 身份证号 签约企业 出生日期 籍贯 年度

201700582 刘学佳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1120011017523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0/17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543 纪天奇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233020010526667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5/26 山东滨州 2017

201700555 纪天宇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233020010526665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5/26 山东滨州 2017

201700460 王旭升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02200204213113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4/21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13 陈鑫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202161616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2/16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514 赵富民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301133872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3/01/13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494 尉子恺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3200208215319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8/21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474 王昊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01002131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10/02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500 尹艳振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112062315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2/06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505 张磊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209076933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9/07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82 毕于海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181200110245636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0/24 山东济南 2017

201700464 贾浩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1120010331523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3/31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498 张培龙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11200201265215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1/26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497 贾夫润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11200109215215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9/21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492 张帅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406199910205019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1999/10/20 山东枣庄 2017



142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花名册

学号 学生姓名 性别 班级 身份证号 签约企业 出生日期 籍贯 年度

201700493 杨德草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207261819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7/26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508 赵成银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21200208250318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8/25 山东泰安 2017

201700511 王明浩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8200106294515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6/29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83 张传程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3200108093117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8/09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78 李佃豪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120020213391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2/13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80 于萧涵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28200201282615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1/08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68 刘成勇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8200003291012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3/29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84 侯士杰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110256917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0/25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503 田仲立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820000925451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9/25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85 胡诗玉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3020020903471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9/03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87 顾宏伟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2320010914393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9/14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89 葛瑞骞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8320000907531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9/07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71 伊意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820010419601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4/19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65 邵子文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111154998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1/15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481 何梦琦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30200205214718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5/21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86 秦阳阳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3020011108611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1/10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99 杨文冠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20510751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5/10 山东临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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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现代学徒制学生花名册

学号 学生姓名 性别 班级 身份证号 签约企业 出生日期 籍贯 年度

201700462 王全超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208257513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8/25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09 刘臣志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8320020825091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8/25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79 田宝亮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881200010106813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10/10 山东济宁 2017

201700469 徐振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4200012199132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12/19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12 李鹏翔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293020000723369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7/23 山东菏泽 2017

201700470 王明亮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293020010418371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4/18 山东菏泽 2017

201700504 张元宝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207166919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7/16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15 和京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00417167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4/17 山东新泰 2017

201700510 李振海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110316933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0/31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95 李兆丹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70420011130105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1/30 山东潍坊 2017

201700458 朱媛媛 女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520010501694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5/01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59 郭璐榕 女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0220020613344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6/13 山东临沂 2017

201701561 李灿玉 女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1120000516402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5/16 山东泰安 2017

201701562 王伟旭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423200001232119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0/01/23 山东德州 2017

201700477 徐建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8200107076018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07/07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06 方桐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6200201208811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2/01/20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476 杜康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132120011124311X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1/24 山东临沂 2017

201700502 张健 男 2017 级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专业一班 370982200112137110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2001/12/13 山东新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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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评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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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评价

现代学徒制调查问卷

Q1:1.你对自己目前的学习和工作满意吗?

选项 回复情况

非常满意 45

满意 5

一般 0

不满意 0

回答人数 50

Q2:2.入学(入企)以来，你在学校的时间和企业的时间相比，哪个更多?

选项 回复情况

学校多 19

一样多 10

企业多 21

回答人数 50

Q3:3. 入校(入企)以来，企业通过哪些方式对你们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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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回复情况

企业师傅来校讲课学校 33

组织到企业参观学校 3

组织到企业实习体验企业 14

组织专门的培训基地 0

回答人数 50

Q4:4. 企业为你安排了专门的师傅吗?

选项 回复情况

是 50

否 0

回答人数 50

Q5:5. 企业师傅与学徒的组织形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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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回复情况

一对一 27

一对多 9

其他 14

回答人数 50

Q6:6. 在企业，师傅是如何指导的？

选项 回复情况

以自己动手实践为主，师傅在一旁指导以

师傅操作示范为主
50

自己旁观观察学习师傅基本不知道 0

靠自己领悟为主其他 0

回答人数 50

Q7:7. 学校教师的授课方式和企业师傅的授课方式相比，你更喜欢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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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回复情况

学校教师 13

企业师傅 24

都喜欢 13

都不喜欢 0

回答人数 50

Q8:8. 你认为企业的学习和实践给你带来了哪些提升?

选项 回复情况

提前适应社会了解工作环境掌握实用

的技术提升综合素养培养职业精神，

端正工作态度积累实践经验增强自学

能力锻炼沟通协调能力

50

获得劳动报酬没有收获 0

回答人数 50

Q9:9. 你认为开展;现代学徒制 t;以行业(企业)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学习，对你将

来的就业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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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回复情况

帮助很大 47

帮助较大 3

帮助一般 0

帮助很小 0

没有任何帮助 0

回答人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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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成长

（1）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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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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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利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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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前

关于成立山东省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设立

专家库(2018-2022)的通知

鲁教职处函〔2018〕15 号

各市教育局职教科（处），有关高等职业院校教务处：

为加强我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研究与指导，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经研究，决定参照

教育部职成教司做法，成立山东省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简称“专委会”）、设

立专家库（2018-2022 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定位

专委会在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指导下，开展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指导实践探索；围绕

推进和推广现代学徒制开展咨询、指导、培训、评估、检查、成果推广和促进交流等活动。

专家库由专委会负责维护。

二、主要工作

1.开展现代学徒制的理论研究，组织管理研究课题，推进探索实践。

2.依托试点院校，成立与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相关的 10 个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

员会分委会，增强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服务力度。

3.参与省和国家现代学徒制新增试点遴选推荐工作。负责省和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或单位年度检查和总结验收等相关工作。

4.开展现代学徒制专项培训、经验交流，宣传和推广优秀案例成果；开展咨询服务，督

查指导试点工作。

5.推动现代学徒制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

6.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委托的其他工作。

三、组织形式

专委会委员和专家库入库初始人员由各市教育局、有关高等职业院校推荐产生。专委会

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5人、秘书长 1人。专委会秘书处设在烟台市职业教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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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制订《现代学徒制专家委员会章程》（简称《章程》），依据《章程》开展活动、

结合工作需要调整优化专委会及专家库结构。专委会秘书处负责专委会的日常工作。专委会

的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名、按照《章程》选举确定。

专委会委员和专家库专家所在单位要为专家参加专委会工作提供相应支持。

附件：1.山东省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2018-2022）组成名单.docx

2.山东省现代学徒制专家库（2018-2022 年）入库专家名单.doc

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2018 年 4 月 2 日

附件

山东省现代学徒制专家库（2018-2022 年）入库专家名
单（70 人）

（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丁文利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于纪玉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于伟海 烟台市教育局

牛同训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孔祥峰 烟台经济学校

孔宪思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王灿利 泰安市岱岳区职业中专

王道波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王 辉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化中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

王利明 烟台市职业教育研究室

王平嶂 济南职业学院

王 前 临沂电力学校

王泗卷 青岛市教育局

http://edu.shandong.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1&filename=1809252110527724909.docx
http://edu.shandong.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1&filename=18092521105279555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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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浩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王祖莉 威海职业学院

卢 杰 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司继明 淄博市职业教育院

申培轩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冯新广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毕于民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吕鹏飞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吕雪梅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校长

刘德志 东营职业学院

刘玉祥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刘 祥 滨州职业学院

曲畅游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 红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孙焕利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孙永刚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孙志春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许 辉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朱辉日 照市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闫少华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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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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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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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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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1）陈琦、刘帅

（2）张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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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化龙

（4）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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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果引用情况
1.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专业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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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沂市工业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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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沂市商业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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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沂市理工学校应用证明



183

5.临沂市机电工程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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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临沂市电子科技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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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临沂科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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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临沂市科技信息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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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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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与成果相关的媒体报道
1.中国教育报：推行现代学徒制 培养新时代电力人才

2.山东教育新闻网：推行现代学徒制 培养新时代电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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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参政报：推行现代学徒制 培养新时代电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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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报：我校学子张超获得 2019-2020 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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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官网：校企联谊谋发展 合作双赢谱新篇

6.学校官网：临沂市信息工程学校考察团来我校交流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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