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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输配电专业诊改报告
一、基础背景

(一)专业社会声誉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专业（简称为输配电专业）于

2005 年开始招生。输配电专业的办学有着鲜明的行业特色、区域特

色。现阶段只有电力类高职院校开设输配电专业。输配电专业是安徽

省高职院校首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安徽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安徽省高水平高职建设专业、中央财政支持项目“卓越技能型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重点支撑专业、国家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骨干专业、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专业。输配电专业开办

以来已经为安徽省以及全国各地大中型电力建设单位、工矿企业、供

电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

近三年来输配电学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主要参加省级及以上赛

项包括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测绘项目和工程测量项目、安徽省互

联网加双创比赛和全国互联网加双创比赛。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工程

测量项目中，以输配电专业同学为骨干组成的参赛队近三年内取得了

1 项二等奖，9 项三等奖优异比赛成绩，作为电力院校参加测绘专业

比赛获得这样的成绩确实让人欣慰。

翊影激光驱鸟器项目团队创新创业赛事屡获大奖。翊影激光驱鸟

器项目团队由输配电同学为骨干结合其它专业同学组成,联合中科院

合肥物质研究院专家，共同研发基于激光的驱鸟装置。2018 年，项

目团队在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安徽省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安徽

赛区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创意组 8支晋级团队中唯一一支高职院校

代表队，最终获得亚军。在随后举行的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中又不负众望获得铜奖。项目团队再接再厉在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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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举办的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大赛中又斩获总分第一名的好

成绩。

由输配电同学参与专业教师指导的安宇工作室项目团队创新创

业赛事屡获大奖。安宇工作室主要从事电网大气环境智能监测系统研

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项目团队联合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专家，

共同研发基于激光雷达的电力微气象监测系统。2019 年，项目团队

在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安徽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总决赛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比

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高职创意组金奖冠军。在随后举行的全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又不负众望获得银奖。

输配电赵方老师参与的电力工程系信息化教学大赛团队，在安徽

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中通过层层选拔，获得资源环境类第一

名的好成绩。在校级教师能力大赛输配电教学团队获得 1个二等奖和

1个三等奖。参加教学能大赛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加强职业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以赛促教的目的。

由我院杨圣春老师主编，蔡涛老师参编的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

源利用技术》获得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材建设项

目有效凝结和体现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成果，理论联系实际，推进高

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教材建设，促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确

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保障教学质量。

教学成果奖创新骨干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建设标准，输配电专

业建设成效项目，以提升专业人才培养整体水平为出发点，通过建设

形成特色鲜明专业，示范本校其他专业或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

建设。专业建设从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师资建

设、实践教学建设、社会服务、科教研情况等方面着手，专业教学团

队不断努力近年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高水平高职专业、分类招生

背景下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测绘竞赛研究与实践等教研项目正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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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建设中。项目驱动下的教学与竞赛相结合教学成果奖申报获得省教

育厅教学成果三等奖。

开展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调研与编写工作。2018 年，教育部启

动高压输配电线路专业教学标准修订工作，由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电力系统专委会组织来自电力高职院校及企业的专家组

成专家组，开展专业调研和教学标准编写工作。电力系统专委会安排

我院作为本次编写工作主持单位，统筹专业调研和标准修订工作。接

工作任务后，学院领导、电力工程系及高压输配电线路教研室高度重

视，与修订专家组密切联系制定专业调研任务，编制企业、毕业生、

院校、社会评价机构四类调研表格分发给参与调研和修订工作的各家

单位。在进行扎实调研的基础上，按照电力教指委要求编写专业教学

标准和专业调研报告。电力教指委召开了三次内审会议，教育部组织

了两次评审会议。2019 年，专业教学标准已通过教育部审定，后续

将作为国家专业教学标准颁布实施。

“金平果排行榜”又称中评榜、邱均平大学排行榜、评价网大

学排行榜，是由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与中国科教评价

研究院（杭电 CASEE）、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大 RCCSE）共同

研发的最全面、最专业、最权威的科教排行榜，包括中国大学及学科

专业排行榜、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排行榜、世界一流大学及一

流学科排行榜、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四大类。 2020中国高职院校分

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平台基地、

教学水平、科研产出和声誉影响 5 个方面，二级指标包括专任教师、

教学团队、教研基地、人才培养、资源库建设、学生竞赛等 15 个方

面，三级指标包括教指委、行指委、万人计划、名师先进、实训基地、

教学成果、技能大赛、教学竞赛、教改试点、创新创业、双高建设、

办学历史等 32个方面，涉及 60多个数据观测点。我校输配电专业在

2020年“金平果排行榜”排行榜位列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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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苹果 2020 输配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高职专业排行榜

表 2 近 3 年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情况

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年份 赛项名称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奖等级

2017 测绘（1:500数字测图） 金玉柱、韩宾宾、田云、朱李玮 赵方、陈青 三等奖

2017 测绘（一级导线测量） 郑国、吴子运，徐旅鹏、夏杰 蔡涛、徐宇 三等奖

2018 工程测量（一级导线测量） 董世豪、刘虎、穆雪晨、田浩宇 赵方、徐宇 二等奖

2018 工程测量（数字测图） 裴现龙、夏杰、张顺利、张文龙 蔡涛、陈青 三等奖

2018 工程测量（数字测图） 董世豪、刘虎、穆雪晨、田浩宇 赵方、徐宇 三等奖

2018 工程测量（一级导线测量） 裴现龙、夏杰、张顺利、张文龙 蔡涛、陈青 三等奖

2018 工程测量(二等水准) 董世豪、刘虎、穆雪晨、田浩宇 赵方、徐宇 三等奖

2019 工程测量（一级导线测量） 桂峰、周士俊、史骧、胡永康 赵方、陈青 三等奖

2019 工程测量（数字测图） 桂峰、周士俊、史骧、胡永康 赵方、陈青 三等奖

2019 工程测量（数字测图） 迟新纪、董世豪、方千禧、田浩宇 蔡涛、陈青 三等奖

年份 赛项名称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奖等级

2017

年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电能计

量装置检查与检定技能
陈波、董媛媛、 赵方，王锌桐 三等奖

2019 安徽省互联网加双创比赛
程宇翔,陈茵,高俊杰,张战盈,

张雨雪,金恬恬,王维

李芳,孙雪清,

蔡涛

金奖

冠军

2019 中国互联网加双创比赛
程宇翔,陈茵,高俊杰,张战盈,

王维

李芳,孙雪清,

蔡涛吕红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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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安徽省互联网加双创比赛

闫小龙，张春贤，张青鹏，高俊

杰，汤正，谭清萍，詹程鹏，孙

奥

孙雪清,蔡涛，

江昕，李芳
金奖

2019
2020外研讯飞杯英语诵读

大赛
轩龙龙 基础部 三等奖

2019
安徽省第四届“学宪法讲

宪法”知识竞赛大赛
轩龙龙 李婷 二等奖

2018 中国互联网加双创比赛 夏杰、董世豪、叶立军、夏振宇 孙雪清、李芳
国家级

铜奖

2018 安徽省互联网加双创比赛 夏杰、董世豪、叶立军、夏振宇 孙雪清、李芳
省级亚

军

2018
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设

计大赛
夏杰、胡家满、李雨馨

吕红、孙雪清、

李芳

省级冠

军

（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现状

1.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2018级培养方案总学时安排 2604学时，总理论学时最多为 1278，

总实践学时最少为 1326。2019级现代学徒制培养方案总学时 3352，

安排授课总学分超过 144学分，每 16学时（实习实训及实践课每周

28学时）折算 1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440学时，22学分，专业

理论课程 672学时，44学分，专业实践课程 2240学时，80学分。2020

级培养方案总学时 2954，安排授课（含选修课）总学分超过 162学

分，每 16学时折算 1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688学时，48学分，

专业 114学分，理论课程 1034学时，实践课程 1920学时。

2.教学资源建设

完成专业课程 20门课的专业标准编写、所有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建设运用云班课开设线上教学。数字化教学资源使用率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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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近三年质量工程项目情况罗列如下。

2019 年至今,质量工程高水平高职专业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

行与维护；

2018年至今,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改革专业；

2017年至 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2016年至 2018,教育厅质量工程输配电专业特色专业项目；

2012 年至 2017 年,教育厅质量工程输配电专业专业改革试点项

目；

2018年至2019年,分类招生背景下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测绘竞赛

研究与实践。

3.教材建设

专业教师赵方参与编写“十二五”规划教材：

杨尧,胡宽等编著.输配电线路运行与检修.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专业教师蔡涛参与编写“十三五”职业教育新能源发电工程类专

业规划教材 ：

杨圣春等编著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中国电力出版

社,2016.。

专业教师孙洪斌编写校本教材《配电工程实训》

专业教师黄劲松、房雪雷和庄严编写《线路测量实训》。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荣获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https://www.amazon.cn/%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6%96%B0%E8%83%BD%E6%BA%90%E5%8F%91%E7%94%B5%E5%B7%A5%E7%A8%8B%E7%B1%BB%E4%B8%93%E4%B8%9A%E8%A7%84%E5%88%92%E6%95%99%E6%9D%90-%E6%96%B0%E8%83%BD%E6%BA%90%E4%B8%8E%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8A%80%E6%9C%AF-%E6%9D%A8%E5%9C%A3%E6%98%A5/dp/B01M5J9JV3/ref=sr_1_5?ie=UTF8&qid=1478331218&sr=8-5&keywords=%E6%9D%A8%E5%9C%A3%E6%98%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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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三年的专业学生数，毕业生就业率和毕业生就业岗位专

业相关度，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情况

输配电专业 16级共 36 人，17 级 44 人，18 级共 34 人，19 级学

徒制班级 34 人。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分别是 92%、93%、90%，专业

对口率达 91%。学校统一组织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电力电缆安

装工等工种的中级职业技能鉴定考试，部分学生自行考取了特种高压

电工许可证，平均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率达 80%。

我院积极申报和开展“1+X”证书工作，现阶段正在申报 10kV 不

停电作业和无人机应用两个考核点。我院是安徽省 10kV 不停电作业

项目牵头单位。

（三）专业科研社会服务现状

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工作，与合作企业开展双主体联合

培养。我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选择输配电专业为试点专业，联合 6

家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合作企业包括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

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元贞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力

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福慧多能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安

徽泓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安徽索特电气集团。建立校企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完善学徒培养制度与标准，推进

专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结构教师队伍建设，实现产教融合、

工学交替，为国家电网公司系统职业院校积累“现代学徒制”和“企

业新型学徒制”等校企“双主体”培养模式经验。本学年已建立现代

学徒制班级，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工作。参加学徒制教学的同学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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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签订三方培养协议和师徒协议，双主体育人正稳步进行中。校企

合作在企业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组织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工作。招生

招工一体化方面开展企业与学生双向选择，开展订单式培养。本学年

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定向培养工作，已进入招生阶

段。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方面开展校企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标准的等一系列教学制度文件、明确学徒岗位和学校学习内容。

校企互聘共用的教师队伍方面建立双导师制，形成校企互聘共用的管

理机制，形成切实可行的“双进”机制，加快“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建设。管理制度方面开展现代学徒制弹性学制管理、制定多方参与考

核评价的学分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教学管理平台方案。2019

级输配电专业全部采用企业订单培养，2020级计划采用定向培养方

式，继续采用现代学徒制方式。校企合作共同开发多门课程，主要包

括在企业完成的多门学徒课程。近 3年专业教师发表教科研论文 10

余篇。与企业合作获得发明专利 2项，软件著作 2项。主持或参与校

级科研 2项，教育厅科研项目 1项。

（四）专业现有办学条件

1.专业教学团队

表 3 输配电专业教师信息表

姓名 出生年月 双师 职称 学科专业 备注

蔡涛 1984 中级 副教授、技师
电气工程、控制

理论与控制工程
专任教师

张惠忠 1964 中级 副教授、技师
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
专任教师

孙洪斌 1966 高级 副教授、技师
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
专任教师

赵方 1982 中级 讲师、技师 电气工程、MBA 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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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宇 1990 初级 实验员、高级工 电气工程 专任教师

庄严 1963
助理实验员、高

级技师
电力工程 专任教师

张银奎 1965 高级 副教授、技师 电力工程 校内兼课

李铭 1963 高级
副教授、

技师
机械工程 校内兼课

冯春祥 1966 中级 讲师、技师 电力工程 校内兼课

沈诗佳 1961 副教授，技师 电力工程 校内兼课

黄劲松 1973 讲师、政工师 水利工程 校内兼课

陈猛 1972 副教授 电力工程 校内兼课

房学雷 1969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内兼课

金洁 1983 中级 讲师、技师 材料科学 校内兼课

周锐 1989 中级 讲师、技师 电气工程 校内兼课

段海庭 1972
安徽送变电

工程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孟娟 1973
安徽送变电

工程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杜中文
1968

合肥供电公

司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刘斌 1981
六安供电公

司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丁士新 1963 元贞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李慧敏 1987 福彗多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李猛 1988 鸿源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谢志清 1988 索特 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樊岢
1983

力源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刘增光 1991 二建
一级建造师、助

理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解伟 1987 二建
一级建造师、助

理工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刘亚芬 1973 二建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电力工程 校外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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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专任教师 6人，校内兼任教师 3人。学年教师平均教学工作

量较为饱满，部分课程需要别的部门教师支持教学工作。多数课程无

法满足两主两辅的要求，现只有一位专职实训教师，5年内将退休

2.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

表 4输配电实训室

实训室名称 地址 管理人员 备注

电力线路技能实训室 第二实训楼五楼 506 赵 方 兼职

线路测量实训室 第一实训楼 407 庄 严 专职

高压输配电线路综合技能实训室 第一实训楼 101 庄 严 专职

高低压配电线路训练场 室外 庄 严 专职

无人机实训室 第二实训楼 3楼 306 徐宇 兼职

智能配电网实训室 第二实训楼 2楼 孙洪斌 兼职

典型客户变电站实训室 第二实训楼 2楼 孙洪斌 兼职

表 5教学班级和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专业

学

时 时间

授课教

师 实训场所

线路专业技能实训 输配电 3周 大三上 庄严

电力线路技能实训室，高低压

配电线路训练场，线路综合技

能实训室，安徽送变电公司

高压输配电线路检修

实训 发电 1周 大三上 庄严

电力线路技能实训室

线路综合技能实训室

高低压配电线路训练场

供电线路实训 供用电 1周 大二下 庄严

电力线路技能实训室，

高压输配电线路综合技能实

训室

高低压配电线路训练场

专业认识实习 输配电 1周 大一下 张惠忠等

宏源铁塔厂，检修公司，送变电

合肥公司、学徒制实习单位

线路设计与施工课程设计 输配电 1周 大二下 徐宇 校内教室

配电工程实训 输配电 1周 大三上 孙洪斌
智能配电网实训室

典型客户变电站实训室

智能配电网实训 供电 1周 大三上
孙洪斌

智能配电网实训室

典型客户变电站实训室

输电线路测量 输配电 64 大二上 蔡涛 线路测量实训室

工程测量实训 输配电 1周 大一下 蔡涛 线路测量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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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 SWOT分析

（一）专业发展优势分析

我院是教育部设置高职输配电专业后较早设立该专业高职院校。

学校具有行业办学优势，专业建设与企业有较强合作关系。输配电专

业在安徽地区只有我院一所高职院校开设有该专业。学院作为电力类

院校，具有专业群优势，各类专业课程教学条件完备。电力行业近年

来处于高速发展期，毕业生需要旺盛。

（二）专业发展劣势分析

输配电专业实训条件建设需要一定规模室外场地和室内实训室，

我院整体占地面积较小，实训条件建设有土地和建筑方面限制。现有

实训条件有限，只能开展有限专业实训项目。

专业师资结构人员偏少，新进人员较少，人员老化严重，缺少专

职实训教学人员。现有师资企业经历工作偏少，工程经验不足。校企

合作企业兼职教师没有长效机制保证教学安排，企业兼职教师缺少系

统化高等教育学培训。

学院规模较小，专业和学科门类不齐全，专业建设和科研活动发

展受到很大限制。专业科研项目较少，科研资金偏少。

（三）专业发展机会分析

电力行业处于较快发展时期，专业技术人员需求旺盛，毕业生供

不应求。电力行业发展保证了毕业生良好的就业前景，使得专业办学

具有一定招生优势。行业办学有一定校企合作优势，企业和教育主管

部门加大教育投资后，教学条件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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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发展威胁分析

学院规模较小，招生人数较少，但是省内开设本专业的高校只有

我院一家。现阶段各高校专业设置逐步放开，一些规模较大，软硬件

条件较好的学校一旦开始开设电力类专业将对我院相关专业招生产

生较大冲击。

社会招生的兴起将会是专业有限的教学条件的挑战。专业实训条

件工位不足，实训教师缺乏等问题将随着招生规模扩大而日益严重。

（五）总体分析

专业发展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办学历史、行业办学、专业群建

设、旺盛的毕业生需求、省内唯一开设专业是我专业的优势。师资老

龄化、实训条件欠缺，教育投资不足是我专业的劣势。

专业发展离不开学校的发展，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学院发展的基础

上，找准专业定位，呼吁上级主管部门加大专业建设投资。加强校企

合作，利用好企业资源将有效缓解专业教学条件欠缺的矛盾。

三、专业建设目标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

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电力行业的送电线路工、送电线路架设工、配

电线路工、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输配电线路设计、

施工、运行和维护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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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建设目标
表 6 课程建设目标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

责人
建设任务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1 工程制图及

CAD

李铭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2022

2 电工技术 陈晶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试题库
2022

3 工程力学基础 李青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2022

4
电子技术[B]

杨春玲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试题库
2022

5 电机与变压器 陶为明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试题库
2022

6 机械基础 贾静静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2022

7 电力工程施工

技术

金洁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8 输电线路测量 蔡涛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9 无人机理论与

模拟飞行

徐宇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10 安全用电 孙洪斌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11 工程管理 李芳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12 工程造价 李芳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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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力网技术 周锐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14 变配电设备及

运行

陈青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15 高电压技术 陈青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16 线路设计与施

工

蔡涛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17 线路运行与检

修

赵方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18 电力电缆 徐金林 完善教学资源，建设

线上课堂

电子课件、课程视频、

工程案例、试题库、

专业规程

2023

（三）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表 7教师队伍建设目标

序号 姓名
专业技术职

称

专任（兼

任）教师

双师型教

师
建设目标 完成时间

1 蔡涛 副教授 专任 中级双师 申报高级双师 2023 年

2 孙洪斌 副教授 专任 高级双师 申报教授 2025 年

3 张惠忠 副教授 专任 中级双师 申报高级双师 2023 年

4 赵方 讲师 专任 中级双师 申报副教授 2023 年

5 徐宇 实验师 专任 初级双师 申报高级实验师 2025 年

6 房雪雷 高级工程师 兼任 初级双师 申报高级双师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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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能力建设目标

计划建设电力电缆实训室、扩建无人机实训室、电力系统辅助设

计实训室等一批实训室。校企合作计划建设 10kV带电作业实训基地、

企业学徒培训基地等校企合作项目。在现有开发的配电线路培训项目

基础上开发电力电缆技能培训、农网运维培训、无人机技能培训等项

目。开展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鉴定或培训，包括输电线路施工

及运维、电力电缆安装运维、配电线路运维、无人机应用等项目。

四、标准体系

（一）专业标准

开展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调研与编写工作。2018年，教育部启

动高压输配电线路专业教学标准修订工作，由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电力系统专委会组织来自电力高职院校及企业的专家组

成专家组，开展专业调研和教学标准编写工作。电力系统专委会安排

我院作为本次编写工作主持单位，统筹专业调研和标准修订工作。接

工作任务后，学院领导、电力工程系及高压输配电线路教研室高度重

视，与修订专家组密切联系制定专业调研任务，编制企业、毕业生、

院校、社会评价机构四类调研表格分发给参与调研和修订工作的各家

单位。在进行扎实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教指委要求编写专业教学标准

和专业调研报告。电力系统专委会召开了三次内审会议，教育部组织

了两次评审会议。2019 年，专业教学标准已通过教育部审定，后续

将作为国家专业教学标准颁布实施。

（二）课程标准

完成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20门课的专业标准编写。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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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按照教务处下发标准编写，包括制定依据、课程定位、教学目标、

课程学习情境设计、实施建议等环节。

（三）教师标准

系部层面完成专业教师各类标准编写，包括专业带头人、骨干教

师、教研室主任、主讲教师、助教等类别

（四）学生标准

要求遵守学院制定的学生守则。输配电专业试行现代学徒制，为

此制定现代学徒制学徒（学生）管理意见，此意见将作为试点推广到

今后定向招生学生管理中。

五、专业诊改建设情况

（一）8 字螺旋的建立及运行

图 1 8字螺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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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保障

组织机构。学院成立了诊改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任组长，负责项

目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统一协调。领导小组下设专业建设办公室，挂靠

学院督导办，负责诊改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和过程监控。专业利用输

配电教研室开展专业诊改、课程诊改。

（三）制度建设

学院制发了相关管理保障制度，为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

效保证。

六、诊改建设中的问题

（一）两年来的诊改指标对比情况及分析

图 2 近两年诊改指标对比情况

图 2列出了诊断指标中数据发生变化指标。自诊断开始，输配电

专业按照诊断指标加强专业建设，部分指标得到改善。教师职称结构

进一步趋向合理。现代学徒制实行后，校外实训基地利用情况得到加

强。

（二）专业建设的问题

专业实训条件有限，校园场地较小，室外实训条件建设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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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实训项目投入不足。专业师资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诊改数据很

难提高。专开展科研项目较少，横向课题较少，科研实力有限，科研

投入不足。

七、改进措施及成效

（一）措施

1.积极申请教学条件建设，在学院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开展虚拟仿

真类实训条件建设。

2.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利用好企业教学资源，包括企业实习条件

和企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3.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工作，开展双主体育人，调动企业参与教

育的积极性。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引进企业兼职教师在校上课，引进新教师。

（二）效果

1.开展现代学徒制工作加强了校企合作，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

资源建设、培养模式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申请到学院支持，开展电力电缆实训建设和无人机实训室扩建

等项目，有力支持实训条件建设。

（三）思考

诊断和改进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诊改

需要各方面各层次一起努力才会取得较大成效。诊改工作即需要基础

教师的支持，更需要主管部门对教育投入的重视。诊改工作只有长期

坚持，不断加强教育建设投入，得到人力和物力支持，专业建设才会

得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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