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专班培养
联手顶级企业打造新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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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职教中心学校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

2009年， 丰台职教中心学校在广
泛调研的基础上精准定位， 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潜心研究物联网技术及人才
培养方案， 于2012年正式开设物联网
技术应用专业， 培养物联网技术应用
人才， 成为北京市中职学校中第一个
开设此专业的院校。

丰台职教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多年来，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通过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团队建设
和实训基地建设， 实现了许多零的突
破，具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2015年
承办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物联技术应
用技术技能大赛，办赛规模、办赛成果、
办赛服务等均受到参赛院校的一致认
可和好评，同时实现了专业的跨越式发
展，并在2015年作为牵头校，组织北京
市职业院校制定了“物联网实训基地装
备标准”。 这一省级专业实训室装备标
准的制定，为物联网技术同类专业指明
了专业实训装备发展的方向。

“2019年， 我们物联网技术应用
专业与海尔集团在 ‘人才共育、 设备
共用、 技术共享、 文化互补、 管理互
通’ 的合作基础上签署了产教融合人
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建设海尔
智能互联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平台———
‘海尔智能互联工程师学院’。 校企双
方共同投入， 按照企业真实工作环境

及对相应岗位的职业要求， 建成覆盖
业务全流程的一体化智能家居产教融
合教学及实训中心， 总面积达到420平
方米。” 丰台职教中心学校物联网专业
组组长崔永亮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 海尔智能互联工程
师学院由海尔专业讲师和丰台职教中
心学校物联网专业教师共同制订人才
培养计划。 依据计划，海尔定期安排技
术人员到学校讲课，同时学生在校企共
建的实训中心实训和学习，学校和海尔
共同对学生进行学业评价。学生通过海
尔认证后， 海尔会择优录用为员工，实
现学生在校时 “零 ”距离实习 、毕业时
“零”距离上岗的 “双零” 目的。

崔永亮告诉记者，海尔智能互联特
训班课程分为职业素养课程和技能课
程。为了让学生尽快达到准职业人的标
准，职业素养课程首先从培养学生良好

的习惯开始，破冰的课程让学生感到很
新鲜，一改以往沉闷，懒散的学习状态，
学生们积极踊跃参与到课程的所有环
节，大胆发言、 各抒己见。

“职业素养课程把我们的学习兴
趣激发出来了， 我们逐渐认识到坚持、
团队、 目标管理、 沟通、 态度、 礼仪、
形象、 心态等职业素养都是非常重要
的， 也有了无穷的学习动力。” 闫世超
现在是海尔智家北京服务部的维修明
星， 他原来不擅言谈， 经过几周的职
业素养培训课程以后， 他大胆参与班
级活动， 通过竞选成为班级企业化管
理中的行政部长， 综合素养有了很大
的提升。

丁梦是海尔智家北京001号体验店
的明星讲解员。 她过去说话坦白直接，
不留情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意
识到自己的不足， 努力学习沟通技巧，

提高沟通能力，在班级企业化管理中竞
选成为总经理，带领团队共同进步。

在技能培训课上， 学生看到的和
使用的都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设备 ，
在手机电脑的拆装学习中， 学生用的
都是真机而不是模型， 在智能家居互
联安装调试中， 学生接触到的也是目
前国内外最前沿的技术。 从如何使用
螺丝刀， 工具的摆放开始学习， 到如
何区分强电、 弱电等基础知识……在
老师的指导下， 同学们进步越来越快。

“通过四个半月的学习 ， 学生学
习了职业素养课程和智能互联技术课
程， 从精神面貌到言谈举止都有了巨
大的转变。 智能互联网初级工程师认
证考试， 学生的通过率达到90%， 也
进一步说明了海尔智能互联特训班课
程培训对学生的培养是非常成功的。”
崔永亮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马超

北京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我校1956年开设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以来， 一直紧紧围绕着北京市
对机电专业的人才需求， 随着北京市
产业布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专业的服
务方向， 从煤矿机电设备到高端制造
业 ， 再到城市运行生 命 线 工 程 系 统
和高精尖产业 ， 我们适时地培养首
都最紧缺的高技能专业人才。” 北京市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教研室主任李
林琛说。

李林琛介绍， 该专业和学校同步
诞生于1956年， 是全国一流专业、 学
校王牌专业、 国家高职高专精品专业、
国家示范高职建设重点专业、 全国装
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 国家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和北京市 “一带一路” 国
家人才培养基地， 还是北京市特高专
业群、 国家双高专业群牵头专业。

专业由下至上， 分为共享平台课
程、 专业方向课程、 拓展提升课程和
顶岗实习课程， 拥有国家高校优秀教
学团队、 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 其中国家教学名师1名、
北京市教学名师3名、 北京市职教名师
1名。 该专业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 先后获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4项、
二等奖7项， 全国创新创业创效大赛特
等奖1项、 三等奖2项， 全国互联网+
大赛三等奖2项， 全国大学生ROBO鄄
TAC机器人大赛连续6年一等奖 （4届
冠军、 1届亚军） 等多种荣誉。

李林琛说，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自2012年起深入开展创新型人才培养
探索， 适应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和首
都城市发展， 深化产教融合、 推动城
教融合， 校企双元育人， 历经 “课程
突破、 专业拓展、 系统提升、 普及推
广” 等多阶段持续改革。

专业以培养 “懂技术 、 精技能 、
擅创新、 德技双修” 的现代工匠为主
线， 对创新能力培养进行了系统化设
计， 创新双主体育人 “三方参与、 五
面融通 、 分类培养 ” 人才培养模式 ，
构建了贯通课内课外， 涵盖 “课程学
习+专业社团活动+技能大赛+技术服
务” 的系统创新型人才综合培养体系。

依据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 不
同工作岗位的创新能力需求， 专业将
创新型人才划分为技能创新型、 工艺
创新型、 研发创新型、 管理创新型等
四类， 基于职教特色制定个性化成长
方案， 形成了多层级目标的技术技能
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路径。

“以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培养初
步创新能力 。 以社团深入开展实践 ，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以大赛推动自主
创新， 提升系统创新能力。 以技术服
务引领融合， 提升职业创新能力。 这4
条人才成长途径， 让学生迅速成长起
来。” 李林琛说。

林午童于2009年入学， 参加201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
赛项， 获得全国一等奖。 2012年从学
校毕业后进入北京中联创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工作， 2016年担任电控部主
管 ， 近年来负责了电子制造 、 汽车 、
锂电池、 新能源、 食品医药等行业内
几十个非标自动化项目， 涉及精密测
量、 机器视觉、 工业机器人、 总线通
讯等多种技术领域， 成为公司的核心
成员。

王 举 康 是 2014年 入 学 的 学 生 。
2017年参加北京市 （机械装调与控制
技术） 大赛获二等奖、 最佳工业设计
奖 ， 2018年参加国家高职技能大赛

（机电一体化项目） 获一等奖， 同年参
加北京市 （机械装调与控制技术） 大
赛获一等奖。 2019年毕业后， 加入中
国航天九院十三所北京航天时代激光
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一名优
秀的航天工匠。

还有学生刘昕瑀 ， 2016年入学 ，
2017年参加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ROBOTAC赛事， 获亚军、 最
佳工业设计奖； 2018年参加第十七届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TAC赛
事， 获冠军、 最佳技术奖。 2019年毕
业后加入中国商飞北研中心先进结构
材料实验室， 完成C919型号任务的三
维数模设计与二维工程图绘图， 2020
年正式成为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
术研究中心试验员。

“面向未来， 专业设置将主要服
务首都智慧城市运行生命线工程系统
和智能设备高精尖产业两个领域， 为
国家培养技术创新型高端人才。” 李林
琛说。

产教融合培养紧缺高技能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