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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文字表达要明确、简洁。 

2.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

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4.表格各栏目大小必要时可根据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也可另附

页，但页码要清楚。 

5.申报书限使用 A4纸双面印刷，中缝装订。



1.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周学时 3 总学时 54 

学分 3 适用专业 
工业机器人、 

智能制造 

2.课程负责人情况 

2-1

基本

信息 

姓名 陈斌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主任 

学历 本科 学位 工学学士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系 

教学研究

专长 
电工电子 E-mail 469143665@qq.com 

电话 18993111636 手机 18993111636 

通讯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窦家山 36 号 

2-2 

教学

情况 

近三年主讲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象及人数 周学时 

电工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机电一体化学生 50 4 

电工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机电一体化学生 50 4 

电工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机电一体化学生 50 4 

    

2-3 

教学

改革

项目

研究

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起止时间 本人排名 

对接现代工业制造核

心岗位实施“专业课

程有机融合”机电一

体化专业建设与实践 

甘肃省 

教育厅 
2018 2 

《工业 4.0 背景下智

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

系构建》 

煤炭行业 

协会 
2017 1 

2-4

教改

论文

或出

版教

材情

况 

教改论文或教材名称 
发表或 

出版时间 

刊物名称及级别，出

版社名称及教材类别 
本人排名 

地方红色教育资源在

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应

用 

2018.9 文化研究 1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

术》 
2019.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 



3.课程主讲团队情况 

总人数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初级职务 博士 硕  士 

13 8 5 0 0 2 

3-1 

主要

成员 

（必

须包

含

1-2

名教

育技

术人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最后 

学历 
专业 主讲课程 

郑建军 男 35 讲师 本科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

动化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液压与气压传动》 

翟逸飞 男 36 讲师 
硕士 

研究生 
电子工程 

《自动控制原理》、

《电路分析》 

李明 女 32 讲师 本科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

动化 

《常用机构零件设计》 

常娜娜 女 36 讲师 本科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

动化 

《工业机器人视觉技术》 

秦勇 女 53 副教授 本科 矿业机械 《机械制图与绘制》 

陈玉莲 女 46 副教授 本科 计算机 《PROE 三维实体设计》 

卢雪红 女 50 教授 
硕士研

究生 

机械设计 

及理论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车明浪 男 35 副教授 本科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

动化 

《数控机床操作与编程》 

彭锋 男 32 讲师 本科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

动化 

《自动控制原理》 

王燕 女 34 副教授 
硕士 

研究生 
控制工程 《单片机应用技术》 

岳媛媛 女 36 副教授 本科 工业工程 《机械制图》 

崔俊涛 男 37 副教授 本科 控制工程 《可编程逻辑控制 PLC》 



3-2 

教学

团队

分工 

含主讲教师、助理教师（主要负责作业批阅、辅导答疑、线上交流等）、

技术教师（负责网络正常运行、教学资料上传及维护、解答网络技术问

题等）等。 

陈斌    总体规划与主持 

郑建军、岳媛媛  主讲教师，讲解工业机器人编程相关内容 

及网上答疑 

翟逸飞、王燕、崔俊涛   主讲教师，讲解工业机器人控制内容 

常娜娜  主讲教师，负责讲解机器人视觉相关内容 

陈玉莲  负责网络正常运行 

彭峰    负责资料上传工作 

车明浪、卢雪红  主讲教师，负责机器人机械结构讲授 

李明    负责机器人机械结构讲授及资料上传 

 

教学

团队

教改

研究

情况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研究进展）（不超过 5

项）；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 10 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及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

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 5 项） 

 

1.研究课题： 

“内分散+外集中”校企合作模式下机电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实

践   甘肃省教育厅  2018-2019 年 研究中 

对接现代工业制造核心岗位实施“专业课程有机融合”机电一体化专业

建设与实践  甘肃省教育厅  2018-2019年  研究中 

 

2.教学研究论文 

岳媛媛 《以创新为导向的高职开放式实验室建设探讨》 《装备制造技

术》2017 第 5期总第 269期 

车明浪 《基于电力载波的实验室开放系统设计》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7年 5 月 

李明  《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内燃机与配件》

2018年 5 月 

王燕《工业 4.0背景下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现代商贸工业》

2018年 8 月 

3.教学表彰与奖励 

 

1.2018年“科大智能杯”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 

2. 2018 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二等奖（省赛）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 

3.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首届智能制造技能大赛二等奖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 

 

 

 

 



4.慕课课程简介与建设基础 

课程

简介 

课程简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学时/学分、教学对象、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教学环节、考核方式、选用教材等。 

1.课程名称：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2.课程类别：工业机器人专业核心专业课。 

3.学时/学分：总学时是 54学时、学分是 3学分。 

4.教学对象：高职高专智能制造类、工业机器人专业大三学生。 

5.教学方式：采用“四维”体验式教学。 

6.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 备注 

1 认识工业机器人 4  

2 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的组成和功能 4  

3 工业机器人操作及相关设置 4  

4 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10  

5 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6  

6 视觉系统调试 6  

7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8  

8 总控单元运行与应用 6  

9 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6  

7.重点和难点 

重点： 

1.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2.视觉系统调试   

3.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4.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难点： 

1.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总控单元运行与应用  

3.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4.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8.教学环节 

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 

步骤一：资讯 

让学生准备好学习资料，并进行分组，每组六人。熟悉工业机器人

相关任务的步骤与方法。 

步骤二：计划：  

制定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的实现方法，制定总体学习方法及计划。 

步骤三：决策 

确定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实现的方法。 

步骤四：实施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应用实例流程的熟悉与了解。 

步骤五：检查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实例了解掌握程度的检查。  



步骤六：评估 

1）小组成果展示，得到成功的体验。 

2）分析反思工作过程并在小组中交流（还可以选小组代表在全班

介绍），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发扬成绩，找出不足。 

9.考核方式： 

对学生实训的效果采用《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任务工单的检查和

评价栏进行考核，每次任务的考核分数采用百分制计算，由教师根据学

生的实训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并指出不足之处。最后

对每次任务的分数进行汇总，计入学生课程的总成绩。 

10.选用教材： 

书名：《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主编：汤晓华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书名：《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主编：杨威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教材为高职高专系列，内容较为全面，突出结构分析，结合专业

特色，案例丰富，适合学院教学要求。 

课程

建设

基础 

含已开设课程或相关课程的名称、开设时间、授课对象、课程性质、学

分、学时、累计学期、教学班、人数、课程质量评价等； 

1.课程名称;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2.开设时间：2019.3 

3.授课对象：高职高专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类专业大二学生 

4.课程性质：智能制造类工业机器人专业核心专业课 

5.学分/学时：总学时是 54学时、学分是 3学分。 

6.累计学期：1学期。 

7.教学班：2 

8.人数:100 人。 

9.课程质量评价 

（1）我院机电工程系检查听课后评价：“《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从内容的优选、编排组合到基础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的相互衔接渗透，

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是课程改革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2）学院教学督导组听课后评价说：《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教学

方式新颖，教学内容生动易懂、课程信息量大，学生学有所获。 

（3）学生们普遍反应项目组教师能够备课认真，讲授熟练，条理

清晰，生动形象；对学生要求严格，课堂信息量大；讲课时注意授课方

法，有所创新，善于与学生沟通，课堂气氛好；注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有部分学生说， 老师们不但教会了他们

专业知识，而且教会他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4）近五年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在 2014年度甘肃省暑期社会实践中获得“先进个人”的荣誉称

号。  

2）在 2015年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挑战杯”课外设计大赛



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的荣誉称号。 

3）在 2014年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挑战杯”课外设计大赛

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的荣誉称号。 

4）在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体验式教学大赛            

中获得一等奖。   

5）在 2015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中获得“甘肃赛区二等奖”。 

5．慕课课程建设规划 

含慕课课程的建设目标、设计思路，建设周期、时间任务安排、需要配套的教

学条件、目标受众群体及预期效果等。 

1.建设目标  

紧跟市场发展变化，从应用的角度来逐步完善与加强和企业的合作，强化工

学结合、产学结合、产教结合的内容，使课程内容满足企业、社会的要求。定

期更新 20%～30%的内容，使本课程在新颖、简捷、实用、教学、学习和职业资

格考核等方面更加完善。 

2.设计思路 

工业机器人专业培养独创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需要掌握必要的文化基础和

专业知识，具备扎实的计算机及网络知识、工业机器人基础知识、机械基础知

识、电气控制知识和操作与编程、维修维护的专门人才。在本课程的建设过程

中，听取华中数控、华航唯实等企业以及历届毕业学生的意见。为了真正体现

产学研结合，课程采用真实情境“教学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给学

生提供一个真实的实验实训操作环境，我们以部分大学生项目为基础，在实验

室环境师生共同参与，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本课程设计体现了职业

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同时，紧跟国家政策，贴合“1+X”高职高专学生培养模

式，以工业机器人操作调整工与安调维修工的技能要求为标准，培养应用型高

职高专人才为指导思想，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工业机器人综合

应用能力的同时，能够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使学生既可以面向应用岗位，也

可以面向管理岗位。在本课程慕课建设过程中，采取以下方式： 

（1）校企合作，设计“双线并行”的项目化教学方式  

课程团队与行业企业深入研讨、密切合作，在教学设计上确立以培养学生职

业能力为主体的课程教学目标，通过课内“理论与实操”并重和课外“参与大

赛与项目开发”展开教学，把项目运作所需知识和技能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

把课堂教学与岗位操作有机结合，实现对学生“工业机器人程序编制”、“工

业机器人本体操作”和“工业机器人管理与维护”三项职业能力的培养。 

（2）根据课程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基于岗位工作任务设计和序化教学内容 

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体系，基于企业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与

操作岗位的真实工作流程，创设真实企业背景下的教学情境，序化教学任务模

块，使课程设计更贴近企业应用。 

（3）依据课程设计理念，创新“虚拟+真实”的实训教学模式 

在课程教学中，通过虚拟教学平台与机器人实体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训教

学，创新“虚拟+真实”的实训教学模式，使学生全方位多角度的开 展工业机

器人的编程与操作应用实践。 

（4）设计专业核心课程群共享项目，实现专业核心课程群各课程的整合嵌

接 



根据我院工业机器人专业培养目标和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活动的流程，以

“工业机器人”（课内）和“智能机器人”（课外）作为专业核心课程群共享

项目，专业课程体系按项目实施进程进行序化，使各课程之间有力地衔接起来，

实现专业核心课程群各课程的整合嵌接，保证了专业课程教学的紧密衔接与职

业能力培养的循序完成。 

3.建设周期：两年。 

4.时间任务安排 

(1)课程建设准备阶段(2019年 5月-2019年 8月) 

  课程信息、师资队伍、教学指南、电子教案、课程课件、教学资源、实训

指导、练习测试、在线考试系统、师生交流论坛等平台、资源收集。 

(2)慕课课程建设阶段(2019年 9月-2020年 5月) 

  ①进一步扩充实践性环节；  

  ②营造的多元化教学环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③充实试题库，增加在线考试；  

  ④增加动画课件；  

  ⑤增加教学录像；  

(3)慕课课程完善阶段(2020年 6月-2020 年 9月) 

  ①改善网络硬件环境；  

  ②补充教学录像，完善资源； 

(4)慕课课程网络上传、使用总结阶段(2020年 9月-2021年 3月) 

  ①改善网络硬件环境；  

  ②补充教学录像，完善资源； 

5.教学条件：  

本课程在优质院校和“双高”院校的建设期间完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

养中心建设、《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优质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开发和课程标准,

教学设计的编写工作，并完成了任务指导书，学生工作单等基础资料，现全部

投入教学使用，效果良好。 

我院完成了图书馆和校园网的工程建设，建有多个多媒体教室和电子阅览

室，相关实验室、实训室均配备了电教设备，为本课程的网络教学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学生可以从网上查阅课程相关内容，完成相关习题练习，进行网上在

线测试、在线作业、与老师在线交流，观看网上优秀教师教学视频，教师可以

通过网上交流答疑和给学生指导学习方法。同时，为了方便学生查找资料、沟

通信息、了解网上教学情况，提供了高质量的相关网站链接。 

实训场地建设：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实训室（在建）：占地 1600多平方米，资产近

2000 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各种工业机器人的实训，该培养中心将分三期建

设，分别完成技能鉴定、技能大赛、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相关内容。 

其他相关实训场地： 

（1）单片机学训一体化教学场地 

占地 300多平方米，投资 100多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单片机实验实训平

台 30 套、单片机创新开发装置 30 套，自动化生产线控制 1 套、煤矿气体自动

检测装置 1套。可供使用电烙铁、电机、各种可供使用电工测量仪表若干。 

（2）校内机电及数控设备基地 

校企合作企业：占地 500多平方米，资产 300多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各



种普通车床、精密车床、铣床、镗床等各种机电设备以及高、低压配电设备，

累计 60 多台（套）。 

可供学生参观、学习和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机械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的检修与

维护，工业机器人技术综合应用。 

6.目标受众群体及预期效果 

目标受众群体为高职高专智能制造类专业全体学生。 

预期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

学生评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教学录像资料要

点；实训实习效果（作品）评价并举例说明学生在相应专业技能竞赛中的获奖

情况。 
 

5.慕课课程知识点分解 

课程内容的知识点化是慕课课程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每个具体章节的知识点应

包括三个层次：核心知识点（1 个）、支撑知识点（1-3 个）、拓展知识点（1-3

个）。知识点应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和逻辑体系。请罗列本课程的章节及知识点。  

第一章节：认识工业机器人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组成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机械结构与工作原理；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组成

与控制原理。 

第二章节：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的组成和功能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的组成和功能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各组成模块的组成；工业机器人职

业技能平台各模块的功能。 

3.拓展知识点; 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系统搭建流程分析。 

第三章节：工业机器人操作及相关设置。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示教器的使用；工业机器人相关参数设置；工业

机器人 I/O口的配置；工业机器人通讯设置。 

2.支撑知识点：寄存器的概念。 

3.拓展知识点：利用 I/O口进行设备间交互；完成工业机器人与总控通讯。 

第四章节：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坐标系标定；工业机器人编程语句与结构。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坐标系定义与应用；工业机器人编程流程设计。 

3.拓展知识点：搬运，码垛，焊接，喷涂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第五章节：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1.核心知识点：视觉系统的组成；视觉系统的工作原理。 

2.支撑知识点：相机与图像采集卡原理；图像处理与分析。 

3.拓展知识点：双目立体视觉，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第六章节：视觉系统的调试 

1.核心知识点：视觉系统的硬件组成；视觉系统硬件工作原理；视觉软件的

使用； 

2.支撑知识点：视觉系统硬件调试；视觉系统软件调试 

3.拓展知识点：工业机器人与视觉系统的集成 

第七章节：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概述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应用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概念；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种类与

特点。 

3.拓展知识点：工业机器人应用虚拟仿真。 

第八章节：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操作。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使用；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界面，功能。 

第九章节：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应用 

1.核心知识点：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应用 

2.支撑知识点：工业机器人完成搬运的离线编程；工业机器人完成焊接的离

线编程。 

3.拓展知识点：码垛，喷涂的离线编程。 

第十章节：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1.核心知识点：智能制造制造系统 

2.支撑知识点：智能制造系统工艺流程分析；智能制造系统总控程序分析。 

3.拓展知识点：智能制造系统应用举例 

6．慕课平台框架设计 

（1）慕课平台设计（含学习指南、课程信息、课程大纲、进度安排、教学课件、

课程讲义、作业提交、常见问题、讨论区等功能） 

（2）慕课视频描述（含视频名称、数量、长度、录制要求，视频中嵌入式测试

设计情况等） 

本课程的慕课平台将采用购买超星的现有推广慕课平台，平台上已分配好课

程视频、课件、大纲、评论、问答、笔记、wiki、辅导教学资源等模块。通过

课程建设将完整的教学资料上传平台，学生可通过账号进行学习。 

（1）慕课平台设计 

1）学习指南:指导学生使用慕课平台。 

2）课程信息：包括课程简介、主讲教师情况、介绍实训情况。 

3）课程大纲：课程标准、实训指导书。 

4）进度安排：授课计划、实训计划。 

5）教学课件：分为五个章节：认识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

的组成和功能；工业机器人操作及相关设置；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视觉系统

的组成与工作原理；视觉系统调试；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总控单元运行与应

用；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6) 课程讲义：电子教案、教学设计。 

7) 作业提交：习题集、学生解答。 

8) 常见问题：互动答疑。 

9) 讨论区：论坛。 

（2）慕课视频描述 

1）视频名称：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认识工业机器人； 

第二部分：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的组成和功能； 

第三部分：工业机器人操作及相关设置； 

第四部分：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第五部分：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第六部分：视觉系统调试； 

第七部分：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第八部分：总控单元运行与应用； 

第九部分：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2）数量: 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认识工业机器人；          5个 

第二部分：工业机器人职业技能平台的组成和功能；   5个 

第三部分：工业机器人操作及相关设置；    3个 

第四部分：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10个 

第五部分：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5个  

第六部分：视觉系统调试；               2个 

第七部分：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3个     

第八部分：总控单元运行与应用；         2个       

第九部分：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         5个 

3）长度：10-20分钟。 

4）录制要求：实操视频与三分频。 

 

7.课程讲授与学习方式设计 

含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组织方式、互动答疑、课堂讨论、习题提交及解

答、考核方式、教学条件要求等。 

1. 学习组织形式与方法： 

部分课业的“学习准备”阶段采用正面课堂教学，部分采用独立学习；多

数计划实施阶段采用小组学习，明确小组负责人并定期更换。在学习过程中设

置与企业一致的工作步骤及要求。 

2.互动答疑及课堂讨论： 

(1)利用离线编程仿真软件，如“工业机器人虚拟示教”、“工业机器人离线

编程”、“工业机器人任务虚拟仿真”、“任务单质疑”等，让学生置身于网络学

习平台中，积极自主地完成该学习领域的学习，为提高学生岗位的基本职业能

力提供有效途径；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光盘等多媒体课件，通过搭建多维、动态、

活跃、自主的学习领域训练平台，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

调动，并与老师完成线上互动答疑。 

3.习题提交及解答：通过慕课平台下载习题集，完成后提交习题答案。 

4.考核方式：对学生实训的效果采用《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任务工单的检

查和评价栏进行考核，每次任务的考核分数采用百分制计算，由教师根据学生

的实训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并指出不足之处。最后对每次任

务的分数进行汇总，计入学生课程的总成绩。 

5.教学条件： 

本课程在骨干院校的建设期间完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课程体系的开

发和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的编写工作，并完成了任务指导书，学生工作单等基础

资料，现全部投入教学使用，效果良好。 



我院完成了图书馆和校园网的工程建设，建有多个多媒体教室和电子阅览

室，相关实验室、实训室均配备了电教设备，为本课程的网络教学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学生可以从网上查阅课程相关内容，完成相关习题练习，进行网上在

线测试、在线作业、与老师在线交流，观看网上优秀教师教学视频，教师可以

通过网上交流答疑和给学生指导学习方法。同时，为了方便学生查找资料、沟

通信息、了解网上教学情况，提供了高质量的相关网站链接。 

实训条件：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实训室（在建）：占地 1600多平方米，资产近

2000 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各种工业机器人的实训，该培养中心将分三期建

设，分别完成技能鉴定、技能大赛、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相关内容。 

其他相关实训场地： 

（1）单片机学训一体化教学场地 

占地 300多平方米，投资 100多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单片机实验实训平

台 30 套、单片机创新开发装置 30 套，自动化生产线控制 1 套、煤矿气体自动

检测装置 1套。可供使用电烙铁、电机、各种可供使用电工测量仪表若干。 

（2）校内机电及数控设备基地 

校企合作企业：占地 500多平方米，资产 300多万元，其中主要设备包括各

种普通车床、精密车床、铣床、镗床等各种机电设备以及高、低压配电设备，

累计 60 多台（套）。 

可供学生参观、学习和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机械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的检修与

维护，工业机器人技术综合应用。 

8.慕课课程的学习资源 

围绕知识点阐述学习资源的种类、性质、来源、渠道等。 

1.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光盘等多媒体课件，通过搭建多维、动态、

活跃、自主的学习领域训练平台，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

调动。 

3. 搭建产学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本行业的企业资源，满足学生观摩、实训

和半年以上顶岗实习的需要，并在合作中适时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和教学

内容的调整。 

4. 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校园网、各大网站等网络

资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通过职业指导教师的指导或辅导，

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5.搭建精品教学资源库平台，完成慕课录制，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9.项目经费预算 

序号 支出科目 金额（万元） 主要用途及依据 

1 网站建设 8万 网站制作与维护 

2 
慕课拍摄与 

制作 
10万 计划拍摄 40-50个教学视频 

3 慕课平台费用 5万 知网慕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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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 

工作津贴与 

外聘专家 

5万 慕课团队加班工作津贴与聘请专家 

5 
扩展教学资源

购买 
2万 

购买相关书籍、视频、动画扩充慕课

资源 

合计 30万  

10.承诺与责任 

 

1.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内容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 

2.课程负责人保证申报所使用的课程资源知识产权清晰，无侵权使用的情况； 

3.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及申报材料不涉及国家安全和保密的相关规定，可以

在网络上公开传播与使用； 

4.课程负责人保证带领团队参加 MOOC平台及课程的持续建设工作； 

5.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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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推荐、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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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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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