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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写实性描述

自

评

等

级

1.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1

专业

定位

1、长沙经开区已形成工程机械、汽车制造及零部件、电

子信息、军民融合“两主一特一融合”的产业格局，规

模工业产值突破 2000 亿元，经济总量在全省园区稳居第

一，是全国的工程机械之都。长沙的经济发展和产业优

化升级急需大量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一线技术人员，我院

开设的电气自动化专业归属于学院安全生产装备专业

群，面向电气自动化领域和安全装备智能化、自动化、

机械化领域，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要

求、符合学院服务安全生产的人才培养定位。

2、学校和主管部门重视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建设，2017 年

向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申请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150 万元，

学校自筹 50 万元，共计投入 200 万元用于电气自动化专

业的实训室建设。

3、学校重视专业建设工作，出台了专业（群）建设结构

调整规划等专业建设文件，本专业形成了专业建设方案。

A

1.2

人才

培养

方案

1、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和职业道德，熟悉驱动技术、控制技术及电气技术的相

关国家标准与工艺规范，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监测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电气控制技术、自动生产线技术及机

电设备维修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具备自动化设备及系统

的运作与管理能力，从事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的安装调试、

维护维修、生产技术管理、服务与营销以及自动化设备

辅助设计与技术改造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通过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及与企业座

谈，将工作任务及核心能力融入教学内容，建立课程标

准，开发教学资源，构建以岗位能力为核心，基于电气

自动化技术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以就业为导

向，从学生入门就开始以就业为目标进行培养，课程体

系内的课程既包含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也包

括对学生未来发展有益的专业拓展课程和公共素质课

A



程，重点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符合

教育部的专业教学标准，确保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的培养。

3、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课比例为 70%，重点突出

学生的就业实践能力。实践教学体系由专业技能训练、

工程实践、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等部分组成。本专业对

顶岗实习有统一要求，集中在第 5、6学期进行，实习期

为 6个月。

4、合理安排教学进程，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课程设

置有包括高等数学在内的公共课程 14 门，专业基础课程

6门，专业核心课程 8门，专业技能实践项目课程 5门。

课程设置合理，学生能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掌握文

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满足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及素

质要求。各年级每周安排总课时在 22-26 之间，其中专

业课时 12-16 节。

5、合理安排了教学进度，教学总课时为 3268。

6、每年依据本专业调研等情况，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工作。

2.

师

资

队

伍

2.1

专业

教师

结构

1、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在校学生 124 人，专任教师 5人，

兼职教师 6 人，行业企业教师 2 人，师生比 1:16，能够

满足学生培养的需要。

2、专业带头人 2人，其中 1人，讲师职称，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有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和电子 CAD 高级工职业

资格证书。企业专家 1人，副高职称。

3、专任专业核心教师 4人。

4、专任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比例为 85%。

A

2.2

师资

队伍

建设

1、有本专业中、长期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方案，培养新进

教师 2人。

2、专业教师每年轮流赴对口企业进行顶岗实践学习，每

年累计达于 4月/人。

3、本专业教学团队师德优良，全面践行立德树人理念，

专业教师在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同时，积极探索课

堂思政改革，将本专业思政元素有效融入课程教学和人

才培养全过程。

4、教学团队近三年主持省级项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2项，

厅级课题 6项，公开发表论文 30 篇以上，其中中文核心

A



期刊 5篇。

3.

教

学

条

件

3.1

校内

实习

实训

基地

1、本专业校内实训设施设备满足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基本要求。

2、本专业拥有电工电子与电力拖动实训室，综合电子技

能实训室、计算机应用等基础实训室 3个；拥有 PLC 应

用技术实训室、自动化生产线的组装与维护实训室、电

子设计自动化实训室等专业实习实训基地 3个，实习实

训工位 150 个，实训实习设备、实训实习功能满足本专

业实践教学要求。

3、2018 年新增电气自动化专业设备 200 万元，生均教学

仪器设备经费约 5000 元。

A

3.2

校外

实习

实训

基地

1、本专业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5个，分布深圳、

杭州、长沙等地。

2、本专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具有年接待认知实习 200 人、

跟岗实习 100 人、顶岗实习 50 人的能力。

3、根据校企合作协议，本专业所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都

有义务且有能力接收学生就业。

4、本专业 2017 级、2018 级学生在湖南思威博恒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实训基地已完成认知实习。

A

3.3

图书

与教

材资

料

1、本专业拥有图书资料 1000 多册。

2、本专业有数字图书馆（知网）、超星、网络课程等教

学资源。

3、本专业依据人才培养定位、课程标准等，严格选用教

材，其中 80%以上选用的是国家规划教材、重点建设教材，

适合课程教学内容要求。

A

3.4

专业

经费

投入

1、近三年学院投入本专业专项建设经费 300 万元，其中

包括实习实训 200 万元、师资队伍建设 20 万元、课程建

设 9万元。

2、本专业运行经费约 50 万元，其中实践教学实施、实

习实训耗材 10 万元、专业人才培养调研 5万元，高于学

院整体平均水平。

3、学院依照专业发展规划、依据专款专用原则，对专业

建设经费试行规范化管理。

A



4.

教

学

运

行

与

管

理

4.1

课程

体系

与教

学内

容*

1、依据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情况及时调整建立体现专业新

技术水平与要求的课程体系，合理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

2、制定并发布课程标准与考核标准 20 个，并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进行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合理，课时设置科学，

能够体现本专业新技术水平与要求，合理地将“思政”

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

3、建立并实施岗位能力最新需求进入课程体系的机制，

建立并实施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进入课程体系机制，

课程体系一年调整一次，课程内容更新周期为半年。

4、连续三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不断优化，

教学内容持续更新。例如：依据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将《PLC 应用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课时数增加到

160 学时。

A

4.2

实践

教学

1、依据本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要求，建立了科学可行

的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实践项目、专业核

心课程项目设计、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等，使学生能够

熟练掌握专业基本技能，牢固把握继电器电路的装调、

PLC 应用等专业核心技能，确保了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

2、本专业三年教学应开出实践教学项目 18 个，实际开

出 18 个，实训开出率为 100%。

A

4.3

教学

方法

与手

段

1、专业课程采用任务式、项目式、理实一体的教学方法。

例如：《电工应用技术》、《电子技术》、《PLC 应用技

术》、《自动化生产线的组装与维修》等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核心课程都采用理实一体的教学方式在一体化专业

实训室授课，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大大提高了教学

效果。为了提高《电梯维修与保养》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借用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的场地和设备，直接现

场教学，让学生有在工作岗位实践的感受，学习兴趣浓

厚。

2、大部分专业课程运用多媒体教学、信息化教学等。比

如：《单片机原理与设计》课程、毕业设计制作微课，

方便学生自学，提高教学效果。

A



4.4

教学

管理

1、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学日志、教

案、课件等教学运行基本文件齐备。

2、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表、教学任务书、听评课记录、

调停课申请单、教学任务变更、试卷等教学运行记录完

整、规范。

3、二级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整，本专业组织定期进

行听评课、两个规范、学生评教、试卷分析、课程整改、

学生座谈会等工作，教学运行情况效果良好。

A

4.5

教研

教改

1、每年组织专业团队教师定期开展教研活动不少于 5次，

连续三年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2、通过积极开展教研教改，提高了专业建设水平，提高

了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参加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光伏电

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项目获得三等奖。

3、专业教师在积极改变授课模式，不断在专业课堂当中

加入素质类型的教学，让学生感恩，积极，向上。

A

5.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5.1

思想

道德

1、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将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技术技能培养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学生

具有明确的职业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不断追求

知识、独立思考、用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本专业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的开设，引导学生热爱

祖国、热爱学校，阳光、健康、快乐成长。

A

5.2

专业

技能

水平

学生参加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

施项目获得三等奖。综合专业技能水平较强，达到人才

培养目标要求。

5.3

身心

素质

1、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为 82.6%。

2、2017 级 56 名学生进行心理普查，预警 1人，学生心

理障碍检出率为 1.8%。

5.4

学生

满意

度

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较高，每学期每门课学生评教

成绩都在 90 分以上。

5.5

专业

招生

1、近 3年本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均为 61%、60%、62%。

2、2017、2018、2019 年本专业报到率分别为 86%、91%、

89%。近三年平均录取率为 89%。



3、2017、2018、2019 年本专业招生计划完成率 106.67%、

62.75%、9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