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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7级） 

一、专业名称 

焊接技术应用（052200） 

二、教育类型 

教育类型：中职 

学历层次：中专 

三、招生对象 

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 

四、学制标准 

全日制三年 

五、就业面向 

（一）毕业生面向的企业 

1.本省装备制造业    约 55% 

2.全国石油化工及安装行业    约 35% 

3.其他    约 10% 

（二）主要职业岗位群 

1.钢结构焊工 

2.化工设备及管道焊工 

3.焊接质量检验员 

六、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主要面向本省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类企业及全国化工设备

制造企业，培养在生产一线从事钢结构、化工设备及管道焊接、焊接质量检验等工

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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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岗位描述 

表 1  职业定位与能力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职业能力要求 

钢结构焊工 从事钢结构焊接工作 

能识读焊接结构图及工艺文件，合理选择焊接

设备及焊接材料，按照焊接工艺规程完成钢结

构件的焊接。 

化工设备及 

管道焊工 

从事化工设备及管道的焊接

施工 

能识读焊接结构图及工艺文件，合理选择焊接

设备及焊接材料，按工艺规程对化工设备及管

道的焊缝进行焊接。 

焊接质量 

检验员 
从事焊接质量检验工作 

能够根据焊缝质量要求对焊缝质量采取合适

的检测方法对焊缝质量作出合理评价；并做好

记录和资料整理；能够对施焊现场进行监督。 

（二）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 

表 2  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分析 

序号 典型工作任务 工作过程 

1 金属材料切割 

1.焊接结构常用材料的选用 

2.气割操作 

3.碳弧气刨操作 

2 焊条电弧焊 

1.焊条电弧焊电源的选用和使用 

2.焊条的选用及使用 

3.表面敷焊 

4.板材角焊 

5.板材对接焊 

6.管材对接焊 

3 CO2气体保护焊 

1.焊丝的选用及使用 

2.焊接设备的选用及使用 

3.平敷焊 

4.平角焊 

5.立角焊 

6.板对接焊 

4 埋弧焊 

1.焊丝与焊剂的选用与使用 

2.焊接设备的调试 

3.板材的对接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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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典型工作任务 工作过程 

5 氩弧焊 
1.焊接电源的选用与使用 

2.管道的焊接 

6 焊接结构生产 

1.装配焊接夹具的选用及使用 

2.焊接变位机械的选择及使用 

3.焊接变形的控制及矫正 

4.焊接应力的预防、减小及消除 

5.焊接车间现场工艺组织与管理 

7 
焊接质量管理与

检验 

1.焊缝的外观检验 

2.化工设备的强度试验 

3.焊缝的超声波检测 

 

（三）人才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章制度。 

（2）具有创新精神和服务意识。 

（3）具有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 

（4）具备获取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5）具备借助词典阅读外文技术资料的能力。 

（6）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7）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8）具有控制焊接质量意识。 

2.专业知识和技能 

（1）具备识读焊接装配图、绘制简单机械零件图的能力，具备利用计算机处理

图样的能力。 

（2）掌握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础知识。 

（3）具备焊接冶金的基础知识，掌握金属材料的焊接性能。 

（4）掌握常用焊接方法和焊接设备的基本知识。 

（5）具备选择并实施焊接工艺的能力。 

（6）掌握普通焊接方法的操作技能，并取得焊工(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7）具备选择检验部位、检验方法及分析和处理焊接缺陷的基本能力。 

（8）具备使用与维护焊接设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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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备焊接生产管理与组织的基本知识。 

（10）掌握焊接材料的种类、性能，能正确选择和使用焊接材料。 

（11）掌握普通焊接方法的基本操作技能，能按工艺要求实施普通焊接操作，

完成结构件的焊接。 

（12）能完成普通焊接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能对焊接设备进行维护。 

七、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焊接技术及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材料成型

与控制技术 

本科: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八、毕业资格与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 

具有本专业良好的职业素养，操行考核及格。 

2.课程考核要求： 

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及技能训练，各项考核合格。 

3.职业资格证书： 

（1）中职计算机能力测试二级证； 

（2）特种作业操作证（焊工作业）； 

（3）焊工四级（中级）职业资格证。 

九、课程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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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课程结构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图 1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课程结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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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焊接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进程表） 

表 3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三年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评价方式 

学时 

参考学时（周数×周课时数） 

考试组织 
课程

性质 
1 2 3 4 5 6 

公共基础课 

军事训练 过程考核   60 2×30           

职业生涯规划 过程考核 考查 24 12×2       

职业道德与法律 过程考核 考查 24   12×2         

经济政治与社会 过程考核 考查 24     12×2       

哲学与人生 过程考核 考查 24         12×2   

体育与健康 过程考核 考查 120 12×2 12×2 12×2 12×2 12×2   

计算机应用 上机考试 考试 96 12×4 12×4         

语文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96 12×4 12×4         

数学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化学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48     12×2 12×2     

英语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48     12×2 12×2     

音乐鉴赏 过程考核 考查 48     12×2 12×2     

历史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48         12×4   

职业素养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24         12×2   

素质拓展（班会） 过程考核 考查 196 18×2 20×2 20×2 20×2 20×2   

公共基础课小计 976             

 

专业技

能课 

 

专业核

心课 

机械制图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机械基础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48 12×4           

AutoCAD 上机考试 考查 48     12×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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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评价方式 

学时 

参考学时（周数×周课时数） 

考试组织 
课程

性质 
1 2 3 4 5 6 

 

 

 

 

 

 

 

 

 

 

 

专业技

能课 

 

 

 

 

 

 

 

 

 

 

 

 

 

 

 

 

 

 

 

 

专业核

心课 

 

金属熔化焊基础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焊接电工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焊工识图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48     12×2 12×2     

技能鉴定取证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48         12×4   

专业认知实习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28 1×28           

电工基础实习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钳工实训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金属材料切割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28 1×28           

技能鉴定综合实训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84         3×28   

小计 828             

专业（技

能）方向

课 

焊接工艺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焊接结构生产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96     12×4 12×4     

焊条电弧焊（1）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168   6×28         

焊条电弧焊（2）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168    6×28       

CO2气体保护焊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140      5×28     

钨极氩弧焊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84         3×28   

小计 752             

顶岗实习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600           20×30 

小计 1352             

专业选

修课 

焊接标准介绍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24     12×2       

焊接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2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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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评价方式 

学时 

参考学时（周数×周课时数） 

考试组织 
课程

性质 
1 2 3 4 5 6 

 

 

 

 

 

 

专业技

能课 

 

 

 

 

 

 

 

 

 

专业选

修课 

 

铆工工艺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48         12×4   

焊接生产与管理 过程考核+笔试 考试 48        12×2   

化工设备 过程考核+笔试 考查 48         12×4   

埋弧焊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28       1×28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①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②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③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④ 过程考核+成果评价 56         2×28   

小计 444             

专业技能课小计 2624             

合计 3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注：专业技能课程中，评价方式为“过程考核+成果评价”的课程均采用理实一体教学，整个课程体系技能实训学时达到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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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业技能课程描述 

（一）金属熔化焊基础 

参考学时：96 

开设学期：第一、二学期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焊接生产企业焊工职业岗位的理论需求作为课程目标，通过金属材料

及热处理部分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各种焊接常用金属材料的特点性能及热处理方法，

从而进一步掌握各种焊接结构的选用及使用。通过熔焊原理部分的教学，使学生具

备金属材料的焊接理论知识；初步具备焊工工作岗位的知识能力；达到职业资格鉴

定标准的应知能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

为今后企业岗位实操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焊接材料，包括焊条、焊丝、焊剂的分类、牌号、冶金与工艺性能等。 

2.焊接化学冶金，包括其过程特点、气相对金属的作用、合金过渡等。 

3.熔池凝固和焊缝固态相变，包括熔池凝固，焊缝固态相变，焊缝中的气孔和

夹杂，及焊缝性能控制。 

4.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包括焊接热循环及其金属组织转变特点，焊接热影响

区的组织与性能等。 

5.焊接裂纹，包括焊接热裂纹、冷裂纹、再热裂纹、层状裂纹、应力腐蚀裂纹

等的特征，产生原因及其防治措施。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考核办法： 

本课程为考试科目，成绩评定比例,平时成绩为 40%，期终考试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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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焊接电工 

参考学时：96 

开设学期：第三、四学期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焊接技术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主要任务是：使

学生具备焊接电工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技能，初步掌握一些有关焊接设备方面的

知识，具有进行焊接维护常用焊接设备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焊接生产基本技术和操

作能力；掌握焊接电工工艺性，掌握焊接电工生产的组织与安全技术提高学生的全

面素质。课程教学要以焊接专业为导向，以提升学生焊接电工知识，了解焊接设备

的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与安全技术能力、以提高焊接职业素质、符合焊接职业资格

标准的需要为目标，以强化应用为重点。 

主要内容： 

1.直流电路 

2.正弦交流电路 

3.磁路及变压器 

4.半导体器件及其应用 

5.焊接电弧基础知识 

6.弧焊电源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考核办法： 

本课程为考试科目,成绩评定比例,平时成绩为 40%,期终考试为 60%。 

（三）焊接工艺 

参考学时：96 

开设学期：第三、四学期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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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焊接专业主要培养面向石油化工建设、机械制造与加工等相关行业，主要从

事焊接加工、焊接设备维修、焊接质量检测及机械设备的安装与维修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一线焊接技能应用型人才。《焊接工艺》是焊接专业的一门专业

主干课程，以职业岗位需要作为课程目标，通过《焊接工艺》的教学，使学生了解

各种焊接方法的特点和应用，从而进一步掌握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性及焊接工艺。

掌握焊条电弧焊等常用焊接方法的操作技能和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工艺是焊接专业

毕业生的基本要求，《焊接工艺》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焊接专业人才培养的质

量。本课程是以《金属熔化焊基础》、《焊接电工》为专业前导课，与《焊接结构

生产》一起为焊接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对这几门专业课程知识点的

衔接，注意融会贯通。  

主要内容： 

《焊接工艺》理论课分两个部分，一是常用焊接方法的特点及应用，主要包括气

焊与气割、埋弧焊、熔化极气体保护焊、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等离子弧焊与切割、

电阻焊及激光焊等其他一些新的焊接方法，其中以 CO2气保焊和钨板氩弧焊为重点，

每一种焊接方法为一个教学单元，讲授焊接方法的基本过程，特点及应用，焊接工

艺参数、常见缺陷的成因及解决措施等知识；二是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主要包括

金属焊接性及其试验方法、碳钢、低合金钢、不锈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及

其他异种金属、先进材料的焊接工艺。通过分析金属材料的焊接性，掌握常用材料

的焊接工艺要点。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传授如窄间隙焊、激光焊、摩擦焊、药

芯焊丝等新方法及新材料的焊接工艺。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考核办法： 

本课程为考试科目,成绩评定比例,平时成绩为 40%,期终考试为 60%; 

（四）焊工识图 

参考学时：48 



 

12 

 

开设学期：第三、四学期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焊接生产企业相关职业岗位需要作为课程目标，通过焊接工艺文件识

读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焊接工艺文件的编制规范和特点，从而具备识读焊接工艺文

件的能力。通过一体化教学，使学生具备焊接工艺文件识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

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企业岗

位实操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机械图样及其在生产中的用途； 

2.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3.常用几何图形画法； 

4.正投影法和视图； 

5.焊接符号的含义、表示、应用及相关标准； 

6.焊接工艺规程行业标准； 

7.焊接工艺评定行业标准； 

8.焊工考试行业标准； 

9.焊接结构工艺文件的种类、特点、内容及编制； 

10.焊接结构设备交工资料目录、分类及整理。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工艺文件和装焊图纸，由教师示范讲解，注重师生互动、教学

相长，掌握焊接工艺文件识读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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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五）焊接结构生产 

参考学时：96 

开设学期：第三、四学期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焊接结构生产企业相关职业岗位需要作为课程目标，通过焊接结构生

产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焊接结构的结构特点和制造技术控制要点，从而进一步掌握

焊接结构生产工艺过程的内容和工艺方法。通过一体化教学，使学生具备焊接生产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

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

生产意识，为今后企业岗位实操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焊接接头的基本知识； 

2.焊接应力与变形的分布规律及防止措施； 

3.材料的入库、验收、管理及领用； 

4.钢材的矫正及预处理； 

5.放样、划线、下料及边缘处理； 

6.零部件的成型加工； 

7.焊接结构的组装与焊接； 

8.焊接顺序的制定方法及原则； 

9.焊接结构生产过程中所需保证的的几何尺寸、形位公差及检测方法； 

10.焊接结构工艺性审查及焊接工艺规程的编制； 

11.焊接结构件的检验与交工； 

12.焊接结构的材料定额； 

13.焊接结构生产的工时定额与生产调度。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14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结构件，由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实践，注重师生互动、教

学相长，反复实践，切实掌握焊接结构生产工艺过程。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六）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 

参考学时：96 

开设学期：第四、五学期 

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教学活动，掌握焊接质量检验的基本技能与相关理论知识；

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

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职业生

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各种焊接缺陷的性质、产生原因和防止方法； 

2.各种焊接质量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检验方法； 

3.焊接质量管理； 

4.焊接工艺评定； 

5.焊工考试。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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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检验方法，由教师示范讲解，注重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基本

掌握焊接质量检验的方法。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七）焊条电弧焊 

参考学时：336 

开设学期：第二、三学期 

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教学活动，掌握焊条电弧焊操作的基本技能；初步具备相关

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力，培养勤奋

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焊接安全操作规程 

2.钢材的牌号及性能、焊条的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 

3.焊接接头的设计及坡口的制备 

4.焊条电弧焊机的型号、规格及接法 

5.焊接工艺参数的选择、焊条电弧的引燃、运条、收弧 

6.低碳钢表面敷焊和角焊 

7.低碳钢板材对接平、立、横位的单面焊双面成形焊接 

8.低碳钢管材对接水平转动焊接 

9.焊缝外观尺寸和表面缺陷的检查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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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工艺方法，由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实践，注重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反复实践，切实掌握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技能。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八）CO2 气体保护焊 

参考学时：140 

开设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驱动型的教学活动，掌握 CO2 气体保护焊操作的基本技能与相关理论

知识；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

相应能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

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CO2 气体保护焊的原理与特点； 

2.CO2 气体保护焊设备操作； 

3.CO2 气体保护焊的焊接工艺参数选择； 

4.CO2 气体保护焊的焊接材料的选用； 

5.CO2 气体保护焊常见缺陷产生原因和防止措施； 

6.CO2气体保护敷焊、平角焊、立角焊和板对接焊。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思想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驱动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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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工件与焊接位置，按照焊接工艺过程，在教师示范指导下，通

过学生的实践活动，具备 CO2 气体保护焊操作的基本技能。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作品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驱动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作

品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

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九）氩弧焊 

参考学时：84 

开设学期：第五学期 

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教学活动，掌握钨极氩弧焊操作的基本技能与相关理论知识；

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

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职业生

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了解常用直流钨极氩弧焊所用设备的基本原理、使用方法和简单维护； 

2.电源极性接法、焊前准备及清理要求； 

3.钨极、焊丝牌号及规格、氩气的选择； 

4.焊接规范及工艺参数； 

5.焊枪摆动及左手连续送丝方法； 

6.薄板对接和管材对接水平转动、水平固定和垂直固定的单面焊双面成形操作；  

7.低碳钢的焊接性、氩弧焊缺陷产生的原因及防止措施。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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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工件与焊接位置，由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实践，注重师生

互动、教学相长，反复实践，掌握钨极氩弧焊的操作技能。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十）埋弧焊 

参考学时：28 

开设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教学活动，掌握埋弧焊操作的基本技能与相关理论知识；初

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四级）职业资格鉴定标准的相应能力，

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今后职业生涯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埋弧焊设备的组成及功能、焊机的简单维护、焊接的调试； 

2.埋弧焊焊材的选用和使用； 

3.埋弧焊工艺的制定，焊接工艺参数的选择； 

4.埋弧焊对接板的简单操作。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工艺，由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实践，注重师生互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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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长，掌握埋弧焊的基本操作技能。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十一）顶岗实习 

参考学时：600 

开设学期：第六学期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焊接专业相关职业岗位需要作为课程目标，通过在企业现场的顶岗实

习教学，使学生初步具备相关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达到焊工中级职业资格鉴定标

准的相应能力，培养勤奋刻苦、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树立安全文明生产意识，为

今后企业岗位实操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主要内容： 

1.实习态度、专业思想、实习期工资待遇等期望值； 

2.劳动纪律观念、法纪观念； 

3.爱岗敬业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尊重老师和师傅，虚心学习； 

4.团队精神、团结协作精神； 

5.成本意识、绩效观念； 

6.安全生产观念等。 

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安全文明操作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中，贯彻任务引领的教学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潜能，注重教学实效。 

3.创设专业岗位工作活动的情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技能实训

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 

4.选用典型焊接结构件，由教师示范指导，学生操作实践，注重师生互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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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长，反复实践，切实掌握焊接结构生产工艺过程。 

考核办法：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采用过程评价与目

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

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十一、实习实训条件 

（一）校内实训室 

表 4  主要实训分室基本配置要求 

实训

教学

类别 

实训室

名称 
主要功能 

场地面

积(m2) 
主要设备 

数量 

(台/套) 

专 业

基 础

技 能

实训 

1. 钳 工

实训室 

1.钳工安全操作规程认知

实训； 

2.钳工辅具、量具的使用及

工件的测量实训； 

3.普通钳工的基本操作技

能实训  

120 

工作台、台虎钳 40 

钻床、砂轮机 4 

划线平台 2 

2. 电 工

实训室 

1.电工安全操作规程认知

实训； 

2.常用电工工具的使用及

相应电气参数的测量实

训； 

3.变压器与弧焊变压器、控

制电路装调实训； 

4.典型焊接设备的故障维

修与保养实训 

100 

电工实验台、万用表、

钳形电流表 
20 

交流电机、变压器 4 

交、直流焊机 4 

 

 

 

 

 

 

 

 

 

 
 

 

1. 焊 条

电 弧 焊

实训室 

焊工操作实训、技能鉴定

及相关项目教学和岗位培

训 

100*6 

ZX7—400 焊机 9 

火焰切割坡口机 2 

氧——乙炔气瓶、台虎

钳，角向磨光机，砂轮

机 

42 

2.CO2

气 体 保

护 焊 实

训室 

进行 CO2 气体保护焊操作

实训、技能鉴定及相关项

目教学和岗位培训 100*2 

NBC—350 焊机 12 

火焰切割坡口机 2 

氧、乙炔气瓶、台虎钳，

角向磨光机，砂轮机 
12 



 

21 

 

实训

教学

类别 

实训室

名称 
主要功能 

场地面

积(m2) 
主要设备 

数量 

(台/套) 

 

 

 

 

专 业

核 心

技 能

实训 

3. 钨 板

氩 弧 焊

实训室 

进行钨极氩弧焊操作实

训、技能鉴定及相关项目

教学和岗位培训 

100 

WS—400TIG 焊机 6 

火焰切割坡口机 1 

氧、乙炔气瓶、台虎钳，

角向磨光机，砂轮机 
6 

4．埋弧

焊 实 训

室 

进行 CO2 气体保护焊操作

实训、技能鉴定及相关项

目教学和岗位培训 
90 

悬臂式埋弧焊机及配

备设备 
1 

火焰切割坡口机 1 

氧乙炔气瓶、台虎钳 3 

5．金属

切 割 实

训室 

进行氧乙炔火焰切割、碳

弧气刨和等离子切割操作

实训、技能鉴定及相关项

目教学和岗位培训 100 

氧乙炔气瓶及工具 2 

500A 直流焊机、空气

压缩机等 
2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 1 

6．焊接

检 测 实

训室 

进行焊缝外观尺寸检测、

渗透探伤、超声波探伤实

训、技能鉴定 
80 

焊缝测量尺、渗透探伤

工具 
18 

超声波探伤仪、标准试

块 
2 

7. 自 动

化 焊 接

实 训 车

间 

1.焊接机器人示教编程、机

器人焊接实训； 

2.点焊机器人操作练习实

训； 

3.各种自动焊接设备操作

及应用实训  

210 

弧焊机器人 2 

点焊机器人 1 

中厚板弧焊机器人 1 

备注：①钳工实训室和电工实训室与相关专业共用； 

②X 射线探伤和当地合作办学单位共用实训室。 

（二）校外实训基地 

与学校签定联合办学协议的装备制造企业和化工设备制造安装企业。 

十二、教学实施 

 （一）教学要求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的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本

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重在教学方法、教学

组织形式的改革，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 专业技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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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课按照相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强调理论实践-体化，突出“做中

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倡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扮演、

情境教学等方法，利用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和教师引导教学等教学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要保证学生有充分的动手训练时间，有

意识地强化企业工作规范及安全生产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成本控

制和环境保护意识。 

注重课程资源和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设形象生动的工作情境，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充分运用多媒体、实物展示、实际操作等手段，直观讲解教学重点难点。为配

合教学，还要准备相应的资料，如焊接工艺卡、焊缝探伤报告等。 

（二）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灵活性，合理调配教师、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

学资源，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

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教学过程管理，即按照教学过程的规律来决定教学工作的顺序，建立相应的

方法，通过计划、实施、检查和总结等措施来实现教学目标。 

2. 教学业务管理，即对学校教学业务工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 

3. 教学质量管理，即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安排教学活动，并对教学过程的各个

阶段和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4. 教学监控管理，即通过教学监控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

因，提出纠正问题的建议，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学水平的提高和教

师业务能力的发展，保证课程实施的质量，保证素质教育方针的落实。 

十三、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应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注意吸收行业企业

参与。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

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运用知识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规

范操作、、安全文明生产等职业素质的养成，以及节约能源、节省原材料、爱护生

产设备、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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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方法采用典型职业活动完成过程评价、作业完成情况评价、操作标准及规范

评价、期末综合考核评价等多种方式，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口试、项目作业等方法

检验学生的专业技能、操作方法、工作安全意识等。考试项目和考试方法确定后，

应按照操作规范，仪器、设备、工具的使用情况，焊接加工后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工作安全等制订详细的考核方案和评分标准。 

十四、师资要求 

（一）专职教师 

1.具有两年以上焊接专业课程教学经验； 

2.具有一定企业生产工作经验，能独立进行焊接操作； 

3. 焊接相关专业本科上以学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4.具有焊工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5.专业教师与本专业在校学生数之比大约为 1∶20。 

（二）兼职教师 

1. 焊接相关专业本科上以学历，具有焊工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2. 具有三年以上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