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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时

可以使用缩写。

2.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3. 课程性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可多选。

4. 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中的专业类代码（四位数字）。没有对应学科专业的课程，填写

“0000”。



一、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熊小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8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硕士 电 话 13545131039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行 政

职 务

教研室

主任
E-mail

13545131039

@163.com

院 部 机电工程学院

1-2

授课

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别

授课对

象
周学时 听众数/年

专业综合实训
专业

必修课
专科生 30 70

工业机器人应用

基础

专业

必修课
专科生 4 35

气液动系统的构建

与维护

专业

必修课
专科生 4 175

专项技能实训
专业

必修课
专科生 30 100

课 程

负责人

教 学

情 况

(不超过

500 字)

主动承担教学任务,每年均超额完成教学任务。积极开展
专业相关的教学研究。
2016 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高职组专业技能类）二
等奖；
2016 年，参编教材《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出版。
2017 年，作为团队负责人获得湖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实训赛项高职组二等奖。
2017 年，参与的省级教育研究课题“两型社会下高职工科新
专业的建设与研究”结项。
2018 年，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湖北省第八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8 年，获得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优
秀指导教师。
2018 年，获得学校诊改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19 年，获批立项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气液动系统的构建与维

护》。



二.课程情况

2-1 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

课程负责人 熊小艳

负责人所在单位 机电工程学院

课程预计对象 □√专科生课 □社会学习者

课程类型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文化素质教育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课□其他

平台首页网址

首期上线时间

课程开设期次

课程链接

若因同一门课程课时较长，分段在线开设，请填写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负责人单位 课时/周 课程链接

1

2

3

4

5

…



2-2 课程描述

2-2-1 课程设计（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对应的教学资源、教学设计与

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等）

一、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熟悉工业机器人搬运、喷涂、自动化生产线工作站的构成；

（2）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参数及选择依据；

（3）熟悉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外围控制系统的作用；

（4）掌握工业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连接方法；

（5）掌握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外围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二）能力目标：

（1）能选用工业机器人；

（2）能选用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外围设备；

（3）能设计工业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接口电路；

（4）能编写与调试机器人程序及 PLC 程序；

（5）能解决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常见故障。

（6）能看懂工业机器人技术手册。

（三）素质目标：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5）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

（6）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二、教学内容及教学资源

本课程以地面型多功能 ABB 工作站为载体，其中，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PLC 的程序设计是基础，视觉系统、通信方法是重点，搬运、喷涂、自动化生产

线机工作站的系统集成是难点。主要内容有：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的认知；智

能相机的使用与控制；PLC 与工业机器人、相机的通信；机器人程序、PLC 程序

的编写。教学内容及资源如下：

项目 任务 资源类型

工业机器人工

作站系统认识

ABB 工业机器人的分类和选型 PPT、慕课

ABB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构成 PPT、慕课

基于 ABB 工业

机器人控制器

的系统集成

ABB 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的功能 PPT、慕课

ABB 工业机器人 IO 及端口配置 图纸、PPT、慕课

ABB 工业机器人的通信 PPT、慕课、现场视频



工业机器人搬

运工作站系统

集成案例（企

业案例）

任务工作单 PDF 文档

任务工单分析 PDF 文档、现场视频

工作站硬件端口布局 图纸、PPT、慕课

机器人程序设计 ABB 源程序、虚拟仿真、

PPT、慕课

PLC 程序设计 PLC 源程序、PPT、慕课

人机界面设计 HMI 源程序、PPT、慕课

工业机器人喷

涂工作站系统

集成案例（企

业案例）

任务工作单 PDF 文档

任务工单分析 PDF 文档、现场视频

工作站硬件端口布局 图纸、PPT、慕课

变位机控制 源程序、PPT、慕课

机器人程序设计 ABB 源程序、虚拟仿真、

PPT、慕课

PLC 程序设计 PLC 源程序、PPT、慕课

人机界面设计 HMI 源程序、PPT、慕课

工业机器

人自动化生产

线工作站系统

集成案例

任务工作单 PDF 文档

任务工单分析 PDF 文档、现场视频

工作站硬件端口布局 图纸、PPT、慕课

传感器的应用与信号处理 PPT、慕课

相机视觉系统 PPT、慕课、PLC 与相机通

信的源程序、相机脚本

流水线控制 源程序、PPT、慕课

机器人程序设计 ABB 源程序、虚拟仿真、

PPT、慕课

PLC 程序设计 PLC 源程序、PPT、慕课

人机界面设计 HMI 源程序、PPT、慕课

其他

课程标准、授课 PPT 、教案、过程性考核方案

与设备配套的实训指导书

配套题库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技术手册

参考资料

三、教学设计与方法

考虑到学生已经具备 PLC 程序编写、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HMI 程序编写的

基本能力，在设计教学项目中，重点培养学生的智能相机的使用、工业机器人与

PLC 的通信、PLC 与智能相机的通信、工作站流程控制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每个项目有若干个任务驱动，每个项目与

任务体现学生认知规律及能力递进，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结合校企合作的真

实案例及先进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提高学习兴趣，较好地完成任务要求。为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采用项目过程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学习的主动性、

创造性及合作精神贯彻与整体教学进程中。

四、教学活动与评价

该课程运用“互联网+”学习方式，针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学生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考核（线上 50%+线下 50%）。针对非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

学习者，采用纯线上的考核形式。

线上的考核标准如下：课程总分以百分计，总评成绩达到 80 分及以上者，

成绩“优秀”，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但未达到 80 分者，成绩“合格”。

在线考核内容

序号 考核项目 权重

1 随堂测试 15%

2 在线作业 35%

3 在线交流讨论 20%

4 期末考试 30%

2-2-2 课程基础（目前本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设时间、授课对象、授课人数，相

关教学资源储备情况）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3 学分，

54 课时。该课程于第 4 学期或第 5 学期开设，每年授课人数约 100 人次。

该课程被列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中的校企课程，课程

的在线课建设也是现代学徒制试点的验收要点之一。该课程的课程标准也符合工

业机器人应用与编程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技能等级标准。

目前该课程已经初步建设了以部分课程资源，包括：全部的授课 PPT、课程

标准、教案、考核方案、实训指导书、参考资料、工业机器人工作站视频、习题、

在线测试、在线课堂讨论活动内容等。授课教师均采用蓝墨云班课推送课程资源，

开展线上点名、在线随机点人讨论、在线作业及测试等教学活动。教学团队成员

大多有建设在线课或者参加教学能力大赛的经历，线上教学经验较为丰富。

2-2-3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介绍、影响力分析，国内外同类课程比较

一、主要特色：

1、本课程实施在线学习与线下面对面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线上平

台进行基础性学习，包括视频自学、在线测试及讨论、在线作业，使学生打好基

础，教师提前了解学情；线上平台的视频展示还可以帮助学习者反复学习。线下

课堂在线上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重、难点，包括老师讲授课程、小组汇报、



实际操作。

2、课程内容以地面型多功能 ABB 工作站为载体，项目化教学设计，针对性

强，尤其适合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学生学习。

3、采用的 PLC 是西门子 1200，为当今主流型号。

4、部分案例来源于校企合作企业，实用性强。

二、 课程比较

智慧职教的同类课程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

（ABB），但是使用的 PLC 是 S7-200，型号较老，不能适应现在企业的需求；同时，

内容上只有 2 个系统集成的案例，缺少自动化生产线的系统集成这种典型案例及

来源于企业的真实案例。

2-2-4 课程建设进展计划和预期效果（本课程的建设框架、进展计划等）

一、课程建设进展计划

2020.4-2002.5 前期准备，含课程资料整合、任务分工、视频脚本撰写等；

2020.6-2020.11 慕课视频录制（学校+企业）、题库编写整理、课程网站设

计等

2020.11-2020.12 邀请校外专家、企业专家（富士康）审核课程资源，课程

资源上传

2020.12 项目总结及验收

二、预期效果

1、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翻转课堂见成效。强化培养学生的设备安装能力，

设备故障检修与维护能力，可编程控制器控制与通信能力、触摸屏工控机监控能

力等，满足学生考取中级维修电工、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设计师等职业资格证书的

需求。

2、为学生参加工业机器人大赛提供支持，为学生专业社团的自主学习提供

学习资源。

3、能为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考取工业机器

人应用编程 1+X 证书提供学习资源。

4、完成课程的校本实训教材。

三.课程团队情况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学科 承担任务 备注



1 熊小艳 1982.8 副教授 工业机器人 课程设计、视频录制

2 於红梅 1966.2 教授 工业机器人 教学案例

3 严翩 1991．2 助教 工业机器人 题库设计、视频录制

4 余愿 1986．8 讲师 工业机器人 题库设计、视频录制

5 卢志芳 1983.10 讲师 工业机器人 视频录制

6 张敬衡 1984.4 助教 电气自动化 动画制作、视频录制

7 田彩云 1975.9 讲师 电气自动化 视频录制

8 宁言军 1982.11 助教 工业机器人 网站维护、视频录制

9 杨柳 1986.9 讲师 电气自动化 视频录制

10 王辉 1984.6 工程师 工业机器人 企业案例
企业教师（富

士康）

注：若其他成员非本校教师，请在备注栏填写受聘教师类别及实际工作单位；若其

他成员为学生助教，请在备注中填写“学生”字样。

四．评审意见



4-1. 所在院（部）意见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院部公章）

年 月 日

4-2．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4-3．学校意见

分管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