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成果内容（课题教材论文）

4.1 课题

4.1.1 高职与技师院校“双证制”联合培养机械加工专业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4.1.2 机械加工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4.1.3 技工院校数控加工技术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开发与实

践研究

4.1.4 技师工作站运行与管理模式研究



4.1.5 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4.1.6 经济新常态下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研究

4.1.7 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4.1.8 产教融合背景下“四师”教学共同体的构建研究



4.1.9 创新技工院校班级管理方式方法研究

4.1.10 技工院校体验式德育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4.1.11 技校问题学生成因及转化对策

4.1.12 新形势下加强青少年思想引导的路径和载体研究



4.1.13 后疫情时期职业学校模具专业 SPOC 翻转课堂微课程

设计的研究

4.1.14 中职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模式的构建

与实施

4.1.15 重大疫情期线上培训的社会向度研究



4.2 论文

4.2.1《高职与技师学院“双证”培养机械加工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探究》

4.2.2《基于产教融合双导师制教师团队建设新模式探讨》



4.2.3《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4.2.4《校企合作离不开法制保障》



4.2.5《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的选择》

4.2.6《校企合作共建生产型实训基地的实践与思考》



4.2.7《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下的 3D 打印+专业群兼结合教

学团队建设思路》

4.2.8《机加数控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探讨》



4.2.9《工学结合模式下教学管理的实践研究》

4.2.10《职业院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校企深度融合教学

实践探讨》



4.2.11《高职院校教师培养培训突出问题与对策思考》

4.2.12《浅谈职业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优化策略》



4.2.13《浅谈高职院校研究性教学改革的关键点》

4.2.14《职业院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校企深度融合”

教学实践探讨》



4.2.15《机械加工方面教学改革的策略》

4.2.16《试论数控仿真软件在数控机床教学中的运用》



4.2.17《浅谈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数控车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

4.2.18《试述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数控车床加工千斤顶螺杆中

的具体应用》



4.2.19《微课在数控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4.2.20《以就业为导向改革数控专业教学模式》



4.2.21《变导程螺纹的数控加工》

4.2.22《关于数控车加工相关分析与研究》



4.2.23《浅谈刀具补偿》

4.2.24《工匠精神融于数控一体化教学创新浅析》



4.2.25《新时期机械数控加工编程技术分析》

4.2.26《浅谈互联网+技术在数控车床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



4.2.27《职业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4.2.28 《气体静压球轴承制造工艺》



4.2.29 《气体静压球轴承制造工艺》

4.2.30 《空气静压球轴承的腐蚀及防护措施》



4.3 教材

4.3.1《数控车工技能训练》

4.3.2《电动机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



4.3.3《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1 版

4.3.4《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2 版



4.3.5《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3 版

4.3.6《机械基础》



4.3.7《机械基础》

4.3.8《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



4.3.9《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4.3.10《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4.4 教师工作页

4.5 学生工作页

4.6 课程标准



4.7 人才培养方案

4.8 精品课

4.8.1 《数控编程与操作》省级精品课程



4.8.2《模具零件数控加工》省级精品课程

4.8.3 山东省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数控编程与操作》



4.8.4 在线开放课程《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

4.8.5 院级精品课



4.9 专利

4.9.1 一种集成化数控机械夹具

4.9.2 一种数控车工加工用负责对刀装置

4.9.3 一种冲床机械自动化夹具装夹装置

4.9.4 一种数控加工中心用刀库



4.9.5 一种数控加工中心保护罩

4.9.6 一种数控机床用机床排屑清理装置

4.9.7 一种手推骑行两用可拆装式电动地震救援携行助力

车

4.9.8 地震救援携行助力车（1）



4.9.9 地震救援携行助力车（2）

4.9.10 一种机械加工零件打磨装置

4.成果内容（课题教材论文）

4.1 课题

4.1.1 高职与技师院校“双证制”联合培养机械加工专业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4.1.2 机械加工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4.1.3 技工院校数控加工技术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开发与实

践研究

4.1.4 技师工作站运行与管理模式研究

4.1.5 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4.1.6 经济新常态下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研究



4.1.7 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4.1.8 产教融合背景下“四师”教学共同体的构建研究

4.1.9 创新技工院校班级管理方式方法研究

4.1.10 技工院校体验式德育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4.1.11 技校问题学生成因及转化对策

4.1.12 新形势下加强青少年思想引导的路径和载体研究

4.1.13 后疫情时期职业学校模具专业 SPOC 翻转课堂微课程

设计的研究

4.1.14 中职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模式的构建

与实施



4.1.15 重大疫情期线上培训的社会向度研究

4.2 论文

4.2.1《高职与技师学院“双证”培养机械加工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探究》



4.2.2《基于产教融合双导师制教师团队建设新模式探讨》

4.2.3《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4.2.4《校企合作离不开法制保障》

4.2.5《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的选择》



4.2.6《校企合作共建生产型实训基地的实践与思考》

4.2.7《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下的 3D 打印+专业群兼结合教

学团队建设思路》



4.2.8《机加数控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探讨》

4.2.9《工学结合模式下教学管理的实践研究》



4.2.10《职业院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校企深度融合教学

实践探讨》

4.2.11《高职院校教师培养培训突出问题与对策思考》



4.2.12《浅谈职业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优化策略》

4.2.13《浅谈高职院校研究性教学改革的关键点》



4.2.14《职业院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校企深度融合”

教学实践探讨》

4.2.15《机械加工方面教学改革的策略》



4.2.16《试论数控仿真软件在数控机床教学中的运用》

4.2.17《浅谈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数控车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



4.2.18《试述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数控车床加工千斤顶螺杆中

的具体应用》

4.2.19《微课在数控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4.2.20《以就业为导向改革数控专业教学模式》

4.2.21《变导程螺纹的数控加工》



4.2.22《关于数控车加工相关分析与研究》

4.2.23《浅谈刀具补偿》



4.2.24《工匠精神融于数控一体化教学创新浅析》

4.2.25《新时期机械数控加工编程技术分析》



4.2.26《浅谈互联网+技术在数控车床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

4.2.27《职业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4.2.28 《气体静压球轴承制造工艺》

4.2.29 《气体静压球轴承制造工艺》



4.2.30 《空气静压球轴承的腐蚀及防护措施》

4.3 教材

4.3.1《数控车工技能训练》



4.3.2《电动机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

4.3.3《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1 版



4.3.4《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2 版

4.3.5《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 3 版



4.3.6《机械基础》

4.3.7《机械基础》



4.3.8《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

4.3.9《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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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山东省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数控编程与操作》

3

.

4.8.4 在线开放课程《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



4.8.5 院级精品课

4.9 专利

4.9.1 一种集成化数控机械夹具

4.9.2 一种数控车工加工用负责对刀装置



4.9.3 一种冲床机械自动化夹具装夹装置

4.9.4 一种数控加工中心用刀库

4.9.5 一种数控加工中心保护罩

4.9.6 一种数控机床用机床排屑清理装置



4.9.7 一种手推骑行两用可拆装式电动地震救援携行助力

车

4.9.8 地震救援携行助力车（1）

4.9.9 地震救援携行助力车（2）

4.9.10 一种机械加工零件打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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