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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广东白云学院-北京精雕工程实践教育基地 

项目类别：  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项目   

        项目来源：   广东省教育厅            

        项目负责人：       李林              

所在部门：     机电工程学院   (盖章) 

        所在学校：     广东白云学院          

        联系电话：     13724164478           

        电子邮箱：  269785079@qq.com         

 

 

广 东 白 云 学 院 教 务 处 制 



一、基本情况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李林 性别 男 
出生年
月 

1981.12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 
职务 

讲师/院长助理 
最终学位/授予

国家 
硕士/中国 

主要 
教学 
工作 
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2-2013学年 数控编程与加工 本科 48 广东白云学院 

2012-2013学年 精密加工实习 本科 180 广东白云学院 

2013-2014学年 机械加工新技术 本科 32 广东白云学院 

2014-2015学年 现代制造技术实习 本科 180 广东白云学院 

主要 
教学 
改革 
研究 
工作 
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08.8-2010.8 基于工作任务的本科数控实训项目开发  

2010.12-2011.12 数控机床伺服稳定性研究  

2012.12-2015.12 精雕机床主轴动态特性分析  

项 
目 
组 

总人
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13 4 7 2   8 2 

主要 
成员 
（不
含 

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王执忠 男 1970.4 工程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管理  

邹忠 男 1970.2 讲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管理  

李彦霞 女 1979.11 讲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管理  

方建松 男 1982.10 讲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管理  

吕偿 男 1985.11 讲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张宝忠 男 1964.2 高级工程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潘宝权 男 1960.7 高级工程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何令辉 男 1966.6 高级工程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吴茂柿 女 1976.6 高级工程师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黄玲 女 1989.12 助教 广东白云学院 教学  

石杰征 男 1981.11 工程师 北京精雕公司 教学  

魏海兵 男 1978.10 工程师 北京精雕公司 教学  



2．项目目标  

通过建设，使基地成为集教学、生产、培训、经营多功能于一

体、设备先进充足、特色鲜明的大学生实践和创业基地。促进高校

和行业、企业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建立。推动高校转变教育

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基地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工业工程、数

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工商管理等专业，以培养

学生创新创意，产品设计，精密加工，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为主线，

包括虚拟浮雕设计、精密制造技术、高速加工技术、数控技术、数

控精雕加工技能培训、设备调试与维护、现代生产管理等内容。课

程包含：生产安全教育、数控精雕机床的基本操作、小型锥度平底

刀具的磨制、CAD/CAM 软件应用、浮雕设计、平面铣削加工、工件

装夹校正、三维清角字雕刻、曲面综合加工、设备调试与维护、现

代生产管理等内容。基地以生产实际的运营规模，10～20 台设备形

成一个车间，指导学生到生产管理和技术服务岗位实践锻炼。 

基地采用“CDIO”实践教学模式，根据市场需求，让学生充分

发挥自己的创意，设计各类工业产品和工艺品、上机实践，独立按

企业要求加工各类产品。在掌握了基本操作之后，再进入实际生产

零件的成品加工，通过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进行销售。通过基地

的实践训练，培养学生产品设计能力，工艺分析能力、生产经营管

理能力，树立品质管理意识。在真实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下，给学

生充分的摸索、体验机会，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使之形成设

计、生产、经营等一整套现代企业运行思路。 

 



3.项目内容 

1、建设高校、企业专兼结合指导教师队伍。 

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由学院教师和企业优秀专家、技术

工程师、实践指导教师共同组成，以满足工程实践教学需要。实践

基地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2、改革实践教育模式。 

借鉴 CDIO 工程教育经验，优化实践教学项目和内容，开发实

践课程。由学院和企业共同制定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

共同建设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实践教育

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实践教育的培养质量。 

3、建立开放共享机制。 

实践基地除承担本校的学生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向其他高校和

企业工程人员开放，主动发布实践基地有关信息，根据接纳能力接

收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企业工程人员进入实践基地学习。企业提供基

地所需要的设备及辅助配件，负责对北京精雕产品的安装、调试和

维修，保证学院正常的教学使用，并适时进行技术的同步升级和更

新。学院提供基地所需要的符合要求并经北京精雕认可的场地、配

套设施、设备、足够数量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和耗材，安排专门人

员管理和日常维护，北京精雕负责对学院师资进行先期培训，使其

具备教学、培训、管理和日常维护所需的知识技能水平，安排技术

人员参与前期的教学和指导。 

4、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

要目标。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和继承者，更应是技

术的革新者、财富的创造者。借助大学生实践基地这个平台，根据



市场需求，鼓励学生融合自己创意，设计、制作个性化的产品，激

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强化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形成

良好的校园创业文化氛围，使基地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园

地。 

 



4.项目实施措施 

建设思路： 

1、本着企业支持教育，教育服务企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的原则，共建“白云学院精雕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校企密切合作，

加大基地的建设力度，紧随技术进步，及时更新设备，升级软件，

改善教学环境。 

2、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和全面协调发展的素质

教育理念为指导，加强基地实践教学管理，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创业能力。 

实施措施： 

1、广东白云学院与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关

于“白云学院精雕北京精雕工程实践基地”的合作协议），本着企

业支持教育，教育服务企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建实

践教学基地，北京精雕免费提供基地所需要的设备及辅助配件，负

责对北京精雕产品的安装、调试和维修，保证学院正常的教学使用，

并负责适时进行技术的同步升级和更新。学院负责提供基地所需要

的符合要求并经北京精雕认可的场地、配套设施、设备、足够数量

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和耗材，安排专门人员管理和日常维护，北京

精雕负责对学院师资进行先期培训，使其具备教学、培训、管理和

日常维护所需的知识技能水平，安排技术人员参与前期的教学和指

导。学院结合各层次专业学生的教学内容、学制时间、学生数量，

与北京精雕一起编写实践讲义（教材），拟订授课方案并实施。双

方对实践教学制定考核制度，学生在考核合格后才能毕业和发放合

格证书。 

精雕东莞分公司黄波经理主管基地建设具体任务、实践计划、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制订有实践操作规程，专任教师邹

忠老师负责基地日常教学、设备管理、课程建设，坚持设备使用记

录、维护记录。每年一次设备检查，北京精雕公司设有设备维修专

项经费。设备完好率达 98％。设备账目定期检查核对，保持设备的

账、物 100％相符。 

2、实践基地（东莞）计划扩建实践车间，紧随技术进步，及

时更新设备，升级软件，再购置精密数控精雕机床 20 台，总价值

超过 700万元,可以同时容纳 300 名学生进场实践，年接待 2000 名

学生。 

3、建设实践课程。基于 CDIO 工程教育改革理念，北京精雕公

司针对精雕高端行业的技术前沿，提供取自现生产的实践案例，派

相关工程师同学院老师一起实施课程改革，设计实践项目，优化课

程内容，以培养数控加工的工艺分析能力为主线，包括精密制造技

术、高速加工技术、数控技术、数控精雕加工技能培训、设备调试

与维护、现代生产管理等内容，开发《数控精雕技术》、《精密模

具设计与加工》、《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

试》、实践课程，校企合作打造《精密制造》精品课程。 

4、成立“精雕艺术学院”，开办“精雕”兴趣班，面向全校

招收有意向从事精密工艺品设计、加工、销售的学生，以选修、创

新学分、课外辅导等形式，开展精雕技术的培训，培养学生的兴趣。

组织学生制作一批个性化创意产品，开设网店，鼓励学生创业。 

 

 



5.项目进度安排 

2012．12-2014．11 

1、深入企业，调查研究，收集取自现生产现场的实践案例。 

2、聘请企业优秀专家、技术工程师、实践指导教师共同组成

的师资队伍，满足工程实践教学需要。 

3、联合北京精雕相关工程师和学院老师一起实施课程改革，

设计实践项目，优化课程内容。 

4、开发针对《数控精雕技术》、《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

《虚拟浮雕》、《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

试》、《精密制造》等课程的实践教学项目。 

5、完成实践教学项目大纲、讲义、课件、指导书、评价标准

等实践课程教学资料，配套工量具等教学辅助设备。 

6、在 2014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数控精雕技术》、

《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虚拟浮雕》、《精密制造》、《数控

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试》等课程实施新的项

目化教学。 

7、校内实习工厂运作和管理的调研，规划校内精雕个性化创

意平台的建设和开办。 

8、发表实践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论文 2-3篇。 

2014．12-2016．8 

1．邀请专家，企业工程师参与评价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成果。 

2．完善项目教学大纲、讲义、课件、指导书、评价标准、配

套设备等。 

3．完善《数控精雕技术》、《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虚

拟浮雕》、《精密制造》、《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



机床装配调试》等实践课程，校企合作打造《精密制造》精品课程。 

4、组建白云学院-北京精雕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指导委员会和培

训中心。 

5、扩建校内精雕实习工厂，增加部分设备，升级最新软件。

开展校内外学生和企业工程人员精雕艺术培训，制作一批个性化创

意产品，开设精雕艺术品网店。 

6、发表实践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论文 2-3篇。 

7、撰写本改革项目课题结题报告，为结项验收和改进提升做

好准备。 

 



6.项目预期成果（含阶段成果和最终成果） 

1、基于 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以生产实际为背

景，以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为线索，开发和完善《数控精雕技术》、

《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虚拟浮雕》、《精密制造》、《数控机床故

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试》、《数控编程与加工》课程的

实践教学项目。 

2、编制《数控精雕技术》、《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虚拟浮

雕》、《精密制造》、《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

试》、《数控编程与加工》课程教学大纲、讲义、课件、评价标准。 

3、校企合作建设《精密制造》校级精品课程 1 门，为建设成

为省级精品课程奠定基础。 

4、编写《数控精雕技术》、《精密模具设计与加工》、《虚拟浮

雕》、《精密制造》、《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调

试》、《数控编程与加工》项目化教学的教材，实验（实训）、项目

化课程设计指导书。争取申报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5、扩建校内精雕实习工厂，增添精密加工设备 2 台，开设开

设精雕艺术品网店。 

6、培养 3-5名基地实践指导教师。 

7、发表实践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论文 5-6篇。 

 

 



7.项目经费安排 

（项目共    30万  元，其中省拨  15万  元、校拨   15  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1 资料费 9200 图书、资料、印刷费） 

2 调研费 8300 企业调研 

3 交流费 25500 参加学术会议 

4 设备购买与材料费 67000 材料、设备装置 

5 人才培养费 35000 指导老师、学生企业培训 

6 课程改革 14000 课程改革配套费用 

7 教材编写 10000 教材出版 

8 课件开发 6000 开发课件 

9 专家指导费 4000 邀请专家指导费 

10 版面费 22900 发表教科研论文版面费 

11 劳务费 22500 按配套经费 15%计算 

12 管理费 8400 评审、论证、验收等费用 

13 课时费 9500 教师课时费用 

14 项目结题论证 57700 结题论证用费用 

总计 300000  



8.专家评议 

评议内容与结论： 

 

 

 

 

 

 

 

 

 

 

 

 

 

 

专家组组长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专家组成员(含组长) 

姓名 职称 评议组内职务 专家签字 

    

    

    

    

    

    

    

 



9.结论 

教务处意见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领导意见 

 

 

 

 

 

 

 

 

 

 

 

 

 

学校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