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揭榜挂帅”制项目

佐证材料

揭榜选题： 【榜单 4】打造全国一流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电气自动化专业领域

揭榜单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揭榜项目负责人： 徐勇军

申报日期： 2022 年 3月 10 日



目 录

一、项目负责人材料............................................................................................................................4

（一）学历和职称.........................................................................................................................4

1．职称证................................................................................................................................4

2．学历学位证........................................................................................................................5

（二）获得奖励.............................................................................................................................6

1.教学成果奖...........................................................................................................................6

2. 省级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9

3. 南粤优秀教师...................................................................................................................12

4.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13

5.校级教学名师.....................................................................................................................15

6.校级奖励.............................................................................................................................16

7.广东省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18

8.指导学生获奖.....................................................................................................................19

（三）近 6 年度承担的教学工作量.........................................................................................24

二、团队研究基础..............................................................................................................................25

（一） 教学团队建设基础.........................................................................................................25

1. 团队成员获得名师称号...................................................................................................25

2. 团队成员教学能力比赛上获奖.......................................................................................29

3. 团队成员为省技术能手...................................................................................................29

4. 团队所获荣誉（国家创新团队等）...............................................................................31

5. 团队成员为获得荣誉（模范教师等）...........................................................................37

6. 团队负责人担任重要的行业（团体）职务...................................................................39

7. 团队成员获得国家或省级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39

（二） 人才培养改革基础.........................................................................................................44

1. 国家或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牵头单位...............................................................44

2. 所在专业立项为国家骨干专业和二类品牌专业...........................................................48

3. 获得国家或省级教学成果奖...........................................................................................50



4. 精品课程建设...................................................................................................................52

5. 主持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改革项目...................................................................................56

6. 指导的学生技能大赛获奖...............................................................................................59

7. 指导的学生获得“挑战杯”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61

8. 参与国家或省教学标准研制工作...................................................................................62

9. 牵头负责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编写...........................................................................64

10. 行业公认的其他标志性成果.........................................................................................65

（三）社会服务基础...................................................................................................................67

1. 团队社会培训...................................................................................................................67

2. 获授权的发明专利...........................................................................................................67

3. 团队横向技术服务...........................................................................................................67

4.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68

.



14

一、项目负责人材料

（一）学历和职称

1．职称证



2．学历学位证



（二）获得奖励

1.教学成果奖

（1）2021 年，《分流分层、研创互动、责奖共促——高职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主持），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2019年，《基于“低碳”的“一主线 、四协同”工作坊教学改革与实践》（主持），广东省教

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2017年，《基于职业能力层级需求的模具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排名二），广

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2019年，《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的高职院校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排

名三），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省级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3. 南粤优秀教师



4.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





5.校级教学名师



6.校级奖励

（1）2019年优秀共产党员

（2）2017年先进工作者



（3）2016年先进工作者

（4）2014年先进工作者



（5）2013年先进工作者

7.广东省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



8.指导学生获奖

（1）2017年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应用型人才技能大赛二等奖（排名第二）

（2）2020年第十三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一等奖（排名第二）



（3）2020年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职教赛道银奖（排名第一）

（4）2014年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广东选拔赛“四轴加工中心”项目二等奖（排名第一）



（5）2013年第五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广东选拔赛“数控车工”项目一等奖（排名第一）

（6）2019年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排名第二）



（7）2017年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排名第二）

（8）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模具项目三等奖（排名第二）



（9）2017年第三届“挑战杯——彩虹人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排名第二）



（三） 近 6年度承担的教学工作量



二、团队研究基础

（一）教学团队建设基础

1. 团队成员获得名师称号

（1）原波为青年珠江学者



（2）徐勇军为专业领军人才







2. 团队成员教学能力比赛上获奖

周红云获得广东省第四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3. 团队成员为省技术能手

阎汉生、宋显文为广东省技术能手





4. 团队所获荣誉（国家创新团队等）
（1）电气自动化技术教学团队是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省级“面向智能制造的 VR/AR 应用技术研究协同创新团队”





（3）省级优秀教学团队“模具设计与制造教学团队”



5. 团队成员为获得荣誉（模范教师等）

南粤优秀教师 4 名：何汉武、徐勇军、 原波、杨慧





6. 团队负责人担任重要的行业（团体）职务

徐勇军为省自动化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7. 团队成员获得国家或省级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

（1）何汉武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2）原波为青年珠江学者



（2）徐勇军为广东省专业领军人才







（二）人才培养改革基础

1. 国家或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牵头单位

参与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 职业教育工业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 编号：2017-B66）
关于公布 2019年第二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







（主持院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所在专业立项为国家骨干专业和二类品牌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认定为国家骨干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入选省二类品牌专业



3. 获得国家或省级教学成果奖

（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 何汉武）

（2）团队成员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3 项（ 徐勇军 阎汉生）





4. 精品课程建设

（1）郭建东主持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高职） 《 网页设计基础》





（2）阎汉生、 周渝明已获得 2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 主持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1）主持了教育部重点课题 1 项（何汉武）





（2）主持了黄炎培重点课题 1 项（何汉武）



（3）团队成员主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及省规划课题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负责人 立项部门

1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 课程

与 专 业 标 准 对 接 的 策 略 研 究

（2011TJK059）

2012.08 徐勇军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

2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

机械类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
2019.08 徐勇军 广东省教育厅

3
工业机器人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考核成本论证研究
2021.01 何汉武 广东省教育厅

4
基于工作过程的快速原型制作课

程开发与实践
2016.09 阎汉生 广东省教育厅

5
基于虚实结合的高职院校“ 数控机床

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2016.09 孔令叶 广东省教育厅

6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区建设

研究
2019.12 杜玉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7
新时代集团化办学模式下“校政行企”

协同育人实施路径探索
2017.11 杜玉帆 广东省教育厅

8
“双师型”教师认定、聘用、考核

改革
2020.10 杨慧 广东省教育厅

9
基于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嵌入式系统课

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20.09 胡应坤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

6. 指导的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1）孔令叶指导的学生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2项， 三等奖 2 项， 省级一等奖 3 项



（2）宋显文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1 项，省级 2 项



7. 指导的学生获得“挑战杯”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徐勇军指导的学生获得“ 挑战杯” 省级特等奖 2 项



8. 参与国家或省教学标准研制工作

徐勇军参与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研制， 为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专家模具专业

组副组长





9. 牵头负责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编写

团队已编写出版各类教材 12 本

序

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号（ISBN） 出版日期 完成人

完成人

角色

1 增强现实交互方法与实现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9787568048460 2019.04 何汉武 主编

2 快速成型技术及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出

版社
9787564761721 2018.04 阎汉生 主编

3
UG NX 机械工程基础案例

教程

中国石油大学出

版社
9787563648870 2016.05 徐勇军 主编

4 机械 CAD/CAM
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
9787561249727 2016.08 阎汉生 副主编

5 机械设计基础 吉利大学出版社 9787567735040 2015.04 阎汉生 副主编

6
UGNX8.5 建模与加工项目

式教程

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9787560996868 2015.01 曾锋 主编

7 电工与电气控制技术 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5135033 2014.08 冯旭等 主编

8 机械制图 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5139291 2014.08 关天富 副主编

9
AutoCAD2013 中文版实用

教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5135811 2014.08 关天富 主编

10
UG NX8.0 数控加工编程应

用

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
9787561187739 2014.06 杨忠高 副主编

11 模具材料基础及选用 电子工业出版社 9787121174285 2012.07 徐勇军 主编

12
Pro/engineer Wildfire

设计实训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164488 2012.08 周渝明 副主编



10. 行业公认的其他标志性成果

（1）广东省 1+X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核管理中心



（2）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开发“ 智能制造单元理实一体化平台” ，建成“ 智

能制造单元维护” 、 “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实训基地， 开设全国首个“ 1+X 智能制

造单元维护证书” 师资培训班”。

https://www.gdgm.edu.cn/2021/0531/c516a36260/page.htm



（三）社会服务基础

1. 团队社会培训

2020 年社会培训人数和培训费（万元）

序号 参加培训/考核的单位 人 数 培训费（万元）

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164 4.1

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93 2.3

3 广东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180 4.5

4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60 1.5

5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31 0.775

6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 0.6

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 1.5

合计 598 人 15.3

2. 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何汉武、 傅仁轩获授权发明专利 6 项

序号 发明专利编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授权时间

1 ZL2015100450008 基于用户任务的手势识别方法 何汉武 杨贤等 2018.02.02

2 ZL2015102651270 一种肩关节康复训练机构 何汉武，韦宇炜等 2017.02.01

3 ZL2018110557999 运动控制系统 王庆华 2020.05.06

4 ZL2018116535936 一种3D网络打印机的控制方法及系统 傅仁轩，王庆华等 2021.06.11

5 ZL2020105377989 一种具有细胞生长调控功能的创面修

复材料的制备方法

原波，何显运等 2021.11.05

6 ZL2020105855891 一种儿童髋关节头臼塑性康复器及儿

童自行车

邱腾雄，徐勇军等 2021.04.30

3. 团队横向技术服务

2020 年团队横向技术服务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负责人
金额
（万元） 委托方

1 智能制造单元 VR 课程资源 2020.12 徐勇军 6.8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有



开发 限公司

2
人工智能自助终端产品设计

与控制系统研究
2020.04 曾锋 2 广州友翔科技有限公司

3
薄壁杯形注塑工艺研究及其

在榨汁机系列模具中的应用
2020.12 何显运 1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4
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虚拟拆

装仿真软件横向技术开发
2020.07 肖正涛 1

广东力拓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5 智能制造单元教学资源开发 2020.12 邱腾雄 2
深圳华数机器人有限公

司

合 计 12.8

4.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

团队成员近三年获市级以上科技、 社科或软科学项目 6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负责人 立项部门

1
基于极稀疏深度学习网络的自动

驾驶自定位技术研究
2020.03 徐勇军 广东省教育厅

2
中英废弃物再利用绿色工业设计

的研究与实践
2019.10 徐勇军 广东省科技厅

3
混合现实技术（MR）在汽车教育领

域的应用（项目编号：2018A01002）
2019.12 何汉武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4
可适用于 3D 打印隐形牙套的高

分子材料的研究
2019.04 何显运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5
静电纺丝法制备生物活性创面修

复材料关键技术研究
2019.04 原 波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6
生物医用材料的静电纺丝及 3D

打印关键技术研究
2020.03 原 波 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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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
	孔令叶
	广东省教育厅
	6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区建设研究
	2019.12
	杜玉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7
	新时代集团化办学模式下“校政行企”协同育人实施路径探索
	2017.11
	杜玉帆
	广东省教育厅
	8
	“双师型”教师认定、聘用、考核改革
	2020.10
	杨慧
	广东省教育厅
	9
	基于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2020.09
	胡应坤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6.指导的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7.指导的学生获得“挑战杯”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8.参与国家或省教学标准研制工作
	9.牵头负责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编写
	10.行业公认的其他标志性成果

	（三）社会服务基础
	1. 团队社会培训
	2.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序号
	发明专利编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授权时间
	1
	ZL2015100450008
	基于用户任务的手势识别方法
	何汉武 杨贤等
	2018.02.02
	2
	ZL2015102651270
	一种肩关节康复训练机构
	何汉武，韦宇炜等
	2017.02.01
	3
	ZL2018110557999
	运动控制系统
	王庆华
	2020.05.06
	4
	ZL2018116535936
	一种3D网络打印机的控制方法及系统
	傅仁轩，王庆华等
	2021.06.11
	5
	ZL2020105377989
	一种具有细胞生长调控功能的创面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
	原波，何显运等
	2021.11.05
	6
	ZL2020105855891
	一种儿童髋关节头臼塑性康复器及儿童自行车
	邱腾雄，徐勇军等
	2021.04.30
	3.团队横向技术服务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负责人
	金额
	（万元）
	委托方
	1
	智能制造单元 VR 课程资源开发
	2020.12
	徐勇军
	6.8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2
	人工智能自助终端产品设计与控制系统研究
	2020.04
	曾锋
	2
	广州友翔科技有限公司
	3
	薄壁杯形注塑工艺研究及其在榨汁机系列模具中的应用
	2020.12
	何显运
	1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4
	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虚拟拆装仿真软件横向技术开发
	2020.07
	肖正涛
	1
	广东力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智能制造单元教学资源开发
	2020.12
	邱腾雄
	2
	深圳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合 计
	12.8
	4.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负责人
	立项部门
	1
	基于极稀疏深度学习网络的自动驾驶自定位技术研究
	2020.03
	徐勇军
	广东省教育厅
	2
	中英废弃物再利用绿色工业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2019.10
	徐勇军
	广东省科技厅
	3
	混合现实技术（MR）在汽车教育领域的应用（项目编号：2018A01002）
	2019.12
	何汉武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4
	可适用于 3D 打印隐形牙套的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2019.04
	何显运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5
	静电纺丝法制备生物活性创面修复材料关键技术研究
	2019.04
	原 波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6
	生物医用材料的静电纺丝及 3D 打印关键技术研究
	2020.03
	原 波
	广东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