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序
号

实践基地名称(全称) 适用专业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主要实验项目名称

实践工位数
(个)

1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模具设计与制造（460113）、高职专科
/数控技术（460103）、高职专科/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460104）、高职专科/特种加工技术
（460114）、高职专科/工业设计（460105）

2624
拉伸与冲击实验、模具拆装实验、冲模拆装实验、注塑模具
测绘实验、高分子物理性能实验、挤出实验、模具设计与制
造基础综合实训、高速与多轴加工实验、数控维修实验

576

2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程测量技术（420301）、高职专科/
建设工程监理（440504）、高职专科/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420303）、高职专科/国土空间规划与测
绘（420306）

13970 控制测量，数字化测图，GNSS实训，闭合水准测 1929

3
汽车电子技术（新能源汽车
维修）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汽车电子技术(460703)、高职专科/新
能源汽车技术(460702)、高职专科/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500210）、高职专科/汽车智能技术
（510107）

12412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汽车局域
网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检修、
汽车底盘电控技术检修、汽车车身电控技术检修、新能源汽
车构造、新能源汽车电池组控制等项目

1170

4
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公共实
训中心

高职专科/机电一体化技术（460301）、高职专科
/电气自动化技术(460306)、高职专科/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510101)、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术
（460305）

1456 机器人应用、物流管理 360

5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
术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420305）、高职
专科/房地产智能检测与估价（440702）

3584 数字化测图实习，地籍测量，房产测量实习 1020

6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
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物联网应用技术（510102）、高职专科
/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

2445
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实训、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课程设
计、Android应用软件开发实训、物联网综合应用开发实训
、嵌入式系统开发实训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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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工电子与自动化技术专业
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机电一体化技术（460301）、高职专科
/电气自动化技术(460306)、高职专科/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510101)、高职专科/汽车电子技术
(460703)、高职专科/新能源汽车技术(460702)

3470
电压与电流的测量、交流电路参数测量、三相电路功率测量
、单级放大电路、集成运放应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测
试、555定时器应用、模拟电子实习、数字电子实习

940

8
基于VR/AR的工程素质教育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高职专科/数字媒体技术（510204）、高职专科/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510208）、高职专科/视觉传达设计
（550102）

520 广告设计、品牌策划与推广 411

9 软件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计算机应用技术（510201）、高职专科
/数字媒体技术（510204）、高职专科/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550103）、高职专科/软件技术
（510203）、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

1138

三维动画设计实训、Web页面设计综合实训、数据库设计实
训、Asp.net网页制作实训 、音视频节目制作实训、广告设
计创意与制作实训、Vary实训、包装设计实训、3DMAX实训
、VI设计实训、PHP网络编程学期项目、C#.NET编程项目开
发、Android编程项目实训、Java桌面应用系统开发实训、
WEB页面设计项目开发

703

10
财经类专业（智慧财务）实
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高职专科/
商务管理（530603）、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高职专科/工商企业管理（530601）
、高职专科/金融科技应用（530202 ）

1835
会计手工单项实训、综合实训、会计电算化实训、人力资源
管理实训、ERP实训、电子商务实训、财务信息管理实训、
审计实训、纳税申报实训、工商管理实训、金融实务实训

360

11 工业设计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工业设计（460105）、高职专科/机械
制造及自动化（460104）、高职专科/模具设计与
制造（460113）、高职专科/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1）

2250
激光抄数与结构重建实训、快速成型实验、原型制作与后处
理实验、产品模型制作实验、素描速写实训、钣金设计实训
、产品结构设计I实训

430

12 商务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高职专科/工商
企业管理（530601）、高职专科/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高职专科/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高职专科/人力资源管理（590202）

882

人力资源模拟对抗实训、跨专业综合技能实训、ERP实训，
物流方案设计与优化配送实训，国际物流模拟实训、数据库
管理与应用、创新创业实训、公司行政事务处理、卓越班实
训、现代学徒制实训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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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工业机
器人技术研发与应用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机电一体化技术（460301）、高职专科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460104）、高职专科/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510101)、高职专科/汽车电子技术
(460703)、高职专科/新能源汽车技术(460702)

1427 单片机实训、VB程序设计、EDA技术及VHDL实践实训等 1376

14
计算机信息管理（信息安
全）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大数据技术（510205）、高职专科/计
算机网络技术（510202）、高职专科/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510207）

1174
蓝盾认证信息安全服务工程师实训、信息安全实训、HTML5
实训、计算机网络安全实训、CCNA实训、防火墙应用实训、
华为网络技术实训

404

15 商务英语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英语（570201）、高职专科/应用
英语（570202）、高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

1270
商务英语视听说、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语阅读、服务外包
、商务英语翻译

548

16 电子商务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商务
管理（530603）

612
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网页设计、图片处理、网站建设、网
页制作

270

17
职业外语（小语种）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旅游英语（570203）、高职专科/商务
日语（570205）、高职专科/应用韩语（570204）

745
日语视听说、韩语听说、韩语考级培训、商务谈判、英语能
力拓展、跨境电子商务实训、旅游英语酒店管理实训

64

18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国际经济与贸易（530501）、高职专科
/电子商务（530701）、高职专科/市场营销
（530605）、高职专科/金融科技应用（530202）

767
外贸跟单训练、外贸单证训练、外贸电商项目训练、市场调
研训练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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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市场营销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国际
经济与贸易（530501）、高职专科/电子商务
（530701）、高职专科/经济信息管理
（A630505）、高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

1598 市场调研实训、营销策划实训 258

20 虚拟仿真教学实训中心
高职专科/工程测量技术（420301）、高职专科/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420305）、高职专科/测绘
地理信息技术（420303）

180 数字化测图，无人机航飞 60

21 教学方式改革实验基地
高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高职专科/旅游
英语（570203）、高职专科/电子商务（530701）
、高职专科/经济信息管理（A630505）

680 创新创业项目、模拟导游实习 210

22 工程素质培育中心

高职专科/机电一体化技术（460301）、高职专科
/模具设计与制造（460113）、高职专科/数控技
术（460103）、高职专科/电气自动化技术
（460306）

1275
金工实训、模具加工综合实训、模具拆装与测绘、零件质量
检测实训、数字电子、51开发板焊接、电工实训

220

23
新能源汽车绿色技能实训基
地

高职专科/新能源汽车技术（460702）、高职专科
/汽车电子技术（460703）、高职专科/汽车智能
技术（510107）

29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
子控制技术

290

24 公共素质培育基地

高职专科/行政管理（590206）、高职专科/大数
据与会计（530302）、高职专科/现代文秘
（590401）、高职专科/学前教育(570102K)、高
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

1966 形体训练、舞蹈训练、计算机基础等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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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无人机LIDAR大数据处理中
心

高职专科/工程测量技术（420301）、高职专科/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420303）、高职专科/地籍测
绘与土地管理（420305）、高职专科/摄影测量与
遥感技术（420304）

460 无人机数据绘制；无人机数据处理；LiDAR技术应用 180

26 1+X证书培训考核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汽车电子技术(460703)、高职专科/新
能源汽车技术(460702)、高职专科/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500210）、高职专科/汽车智能技术
（510107）

35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汽车局域网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检修、汽车底盘电控技术检
修、汽车车身电控技术检修

180

27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高职专科/市场营销（530605）、高职专科/工业
机器人技术(460305）、高职专科/电气自动化技
术(460306)、高职专科/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10101)、高职专科/商务管理（530603）

1200
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大学生创业课程实践、大学生创新创
业比赛训练

517

28 五轴加工技术应用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数控技术（460103）、高职专科/模具
设计与制造（460113）、高职专科/工业机器人技
术（460305）、高职专科/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104）

280 高速与多轴加工；数控编程与加工；典型产品造型与加工 60

29
现代模具制造工程技术实训
基地

高职专科/模具设计与制造（460113）、高职专科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460104）、高职专科/工业
设计（460105）

450
激光切割实验、光路调试和检测实训、金相组织检测、硬度
检测试验、机械测绘实训、零件质量检测实训

250

30 艺术设计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术设计（550103）、高职专
科/视觉传达设计（550102）

1994
计算机应用基础、C4D实训、品牌视觉设计实训、包装设计
实训、lllustrator实训、3DMAX实训、图形创意实训、
photoshop/coreldraw实训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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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前教育专业实训基地 高职专科/学前教育（570102K） 1559
教师音乐技能（键盘）实训、教师音乐技能（声音）实训、
视唱练耳实训、教师美术技能实训、教师舞蹈技能实训、声
乐（提高）实训

975

64863 17909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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